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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侯区布点大型体验式商业项目

昨日，武侯区红牌楼商圈内的成
都大悦城盛大开业。成都大悦城项目占
地面积102亩，涵盖购物、娱乐、餐饮、服
务四大主力业态，打造有悦街、咕噜学
院、美食每客、食字路口四大特色主题
街区，开创了国内首个体验游憩式潮玩
购物公园的先河。它也是中粮集团继北
京、上海等7座城市之后，首次布局西南
地区的城市综合体项目。

据武侯区商务局局长蒋洪介绍，该
区加快培育商品消费、文化消费、服务
消费三位一体的国际购物综合环境，积
极为成都市在“十三五”末基本建成带
动周边、服务全国、联系世界的消费目

的地、国际购物天堂贡献武侯力量。今
年，武侯区内新开工的大型体验式主题
商业项目包括红星国际广场、金隅大成
等5个。其中红星美凯龙集团总投资30
亿元，将打造面积约45万平方米的红星
国际广场；还有以泛悦国际等为代表的
14个大型体验式主题商业项目正在加
快建设步伐。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武侯区积
极参与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购物天
堂，如今以打造主题商圈为重点，聚集
有大悦城、来福士广场等为代表的主
题商圈；以加速“互联网+”为特色，聚
集有京东、米米乐等为代表的电商平
台；以提升百姓品质消费为基础，聚集
有王府井、伊藤等为代表的高端商场。

加速国际化要素聚集
“互联网+”协同发展

从人民南路武侯段中汇广场一路南
下，沿线甲级写字楼内入驻有韩国友利
银行、环球医生、凯宾斯基饭店等国际知
名的商务商贸品牌。武侯区还升级了桐
梓林片区，这里已经成为外籍人士最青
睐的区域之一。走进人民南路的成都来
福士广场，来自全球各地的品牌汇聚于
此，并有外籍人士集中居住的公寓，外资
公司的办公场所，国际氛围浓厚。来福士
广场购物中心开业期间入驻的国际品牌
达70%，超过50%的品牌是首次进入成都
并开设旗舰店，包括Treat、iiJin等国际知
名品牌。如今购物中心通过升级品牌，又
相继引入了英国摩登复古风格品牌
CathKidston中西部首店等。

在打造主题商圈，增强实体商业项目
体验的同时，武侯区还积极出台扶持电商
发展的优惠政策，打造电子商务专业楼
宇，并为电商平台企业搭建与成都市和四
川省优势产业融合发展的平台。除了京东
这一知名电商平台，该区还培育了以看书
网、米米乐、通吃网等为代表的本土电商
平台。“电商平台所销售的商品不局限于
日常生活用品，还包括出售文化消费品的
看书网等特色平台。”蒋洪说。

利用京东等电商平台的优势，武
侯区帮助区内企业推广。比如彩虹电

热毯、灭蚊器系列产品等本土品牌企
业，在京东推出的特色商品，通吃网把
成都的牛肉干、豆腐干、调味品、火锅
底料等特色商品推向了全国。

优化社区商业
培育新兴服务消费方式

大力引入国际商业品牌的同时，
武侯区还着力优化社区商业的服务品
质，加快实现传统商品消费升级为以
文化体育、信息、养老健康等消费为重
心的新兴服务消费方式。

今年10月，中国首家众筹公益社区
O2O便利店——容易达社区便利店在
簇桥街道锦城社区开业。除了传统生活
用品的销售外，这里还实现了话费充
值、信用卡还款、公交卡充值、家政服务
等方面服务。目前，武侯区内还汇聚有
全球最大的便利连锁店seven-eleven便
利店、红旗连锁等国际国内知名的社区
商业品牌，均提升了服务半径1至3公里
内社区居民生活服务能级，同时积极引
导社区商业叠加文化教育、金融服务等
综合服务功能。此外，该区率先在玉林
街道办事处黉门街社区启动了智慧社
区建设，相继引入了40家服务性、公益
性、慈善类等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服务和
管理，让群众切身享受社会化便利服务
带来的实惠。

彭文春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购物天堂
武侯区迎来体验式主题商业“开业季”

武侯区积极
参与建设具有国
际影响力购物天
堂，迎来了具有
国际影响力的体
验式主题商业的
集中开业。昨日，
武侯区红牌楼商
圈内继龙湖天街
开街以来，又在
短时期内迎来了
成都大悦城的盛
大开业。该区大
力推进产业转型
升级，将通过“互
联网+”等渠道
实现传统商贸业
向现代商贸业的
产业转型升级。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
5”第15351期排列3直选中

奖号码：974，全国中奖注数4346注，单
注奖金1040元；排列5中奖号码：97451，
全国中奖注数62注，单注奖金10万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 全 国 联 销“3D”第
2015351期开奖结果：993，

单选9540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
3，10485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0
注，单注奖金173元。●中国电脑型福
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15151
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32、05、06、
31、23、08，蓝色球号码：11。一等奖 5
注，单注奖金 8865922 元。二等奖 74
注，单注奖金326513元。滚入下期奖
池资金1050789000元。（以上信息以开
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轻度或中度污染
AQI指数：122～165

温馨提示：污染物对人群健康有
影响，市民应减少户外活动。

（据四川省气象台、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成都
今日 多云间晴

2℃~13℃ 偏南风1~2级
明日 多云

2℃~13℃ 偏南风1~2级

今日
尾号
限行5 0

大悦城开业当天客流如织

试验前，首先按“白纸遗嘱”形
式，制备一批样本，随即购置试剂，
配制不同浓度配方的显色溶液，选
取已制备用于试验的密写文件分别
进行显色试验。一切准备就绪后，鉴
定人员首先采用雾喷方式试验，发
现没有明显效果，根本看不清字迹。
随即采用全浸方式，将样本检材放
入不同浓度的溶液中。数分钟后，明
矾密写字迹显现，再数分钟，所有字

迹全部清晰显现，呈玫瑰红色。
字迹显现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

是解决干燥和固定字迹问题。鉴定人员
从显色试剂溶液中取出已现字迹的样
本，分别用不同方式进行干燥，发现不
同方式处理均不影响纸张完整性和已
现字迹颜色，字迹显现、固定效果良好。
至此，检验方法完全可以确定，经反复
实验和论证，总算破译了既能清晰显现
字迹又能固定字迹的诀窍。

都江堰一对叔嫂因铺面继承问题闹上了
法庭。嫂子以大哥唯一继承人的身份起诉兄
弟，称自家临街的两间铺面是丈夫生前修建
并使用至今，但被兄弟登记在自己名下，一纸
诉状将兄弟告上法庭，请求确认两间铺面的
产权属自己所有。不料，兄弟拿出一份神秘的
“白纸遗嘱”，称是大哥生前所写，已明确将铺
面送给了他。

争论焦点集中在这份“白纸遗嘱”上。然
而，这份遗嘱乍一看就是一张白纸，没有任何
字迹。兄弟道出其中秘密：原来，为了隐秘，大
哥生前用明矾蘸水悄悄写下这份“白纸遗
书”。可遗书上究竟写了什么，他也说不清楚。

鉴定“白纸遗嘱”的难题交给了司法鉴定
机构。鉴定人员经过无数次试验和请教专家，
白纸上终于显现字迹，并经笔迹鉴定确认了
遗嘱的真实性，案件最终得以解决……

最近，这起案件因成功破译鉴定难题，入
选“法治中国·走进四川”经典案例。

为了两间铺面
她将丈夫的弟弟告上法庭

2010年9月，陈婆婆的丈夫周某德
去世。在清理财产时，陈婆婆发现位于
场镇繁华地段的两间铺面已被丈夫的
弟弟周某富登记在了自己名下。经过多
次沟通无果后，陈婆婆将兄弟周某富告
上法庭。不料，周某富坚称房屋是哥哥
生前赠送给自己的，还拿出了神秘的

“白纸遗嘱”。
原来，这两间铺面是周某德在

1993年修建的，整套房屋临街一共有7
间铺面，分别属于周某德、周某富等 4
兄弟共同所有，其中大哥周某德分得
编号为 145 号和 147 号的铺面。2007
年，三弟周某富将自己的两间铺面和
大哥周某德的两间铺面一并登记在了
自己名下。陈婆婆诉称，丈夫去世后，
自己作为其唯一法定继承人，应取得这
两间铺面的所有权。

弟弟拿出“白纸遗嘱”
称系大哥生前所写，赠其铺面

叔嫂翻脸后，周某富拿出一份神秘

“白纸遗嘱”。周某富在诉讼中提出，哥哥
周某德只生养了一个儿子，且先于哥哥
去世，陈婆婆是周某德的再婚妻子，而
且两人没有共同子女，为了隐秘，大哥
生前用明矾蘸水悄悄写下这份隐秘的

“白纸遗书”。可遗书上究竟写了什么，他
也说不清楚，只知道大哥交代的是将他
名下的2间铺面赠送给自己，至于是哪
两间，他认为就是和自己连着的145号
和147号。

这份神秘的“白纸遗嘱”究竟写了
什么？为证实自己的主张，周某富申请
法院进行司法鉴定。殊不知，这份看不
出字迹的“白纸遗嘱”也成了司法鉴定
领域的一道难题，成为国内司法鉴定史
上少有的一次特别鉴定。

“白纸遗书”辗转送到了四川联
合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所召集
所内所有笔迹鉴定专家进行会商讨
论，初步检验发现，该“遗嘱”未检见
任何肉眼可辨识的字迹，只有一个
指纹印，用显微检验、光学检验等技
术也未发现字迹，检材遗嘱的真实
性处于不确定状态。作为案件的核心
证据，焦点集中在了司法鉴定人员手
中……

鉴定
解密

为两间铺面叔嫂对簿公堂 引出神秘“白纸遗嘱”
大哥生前明矾蘸水写下，如今看不出任何字迹

步步显形 破解神秘“无字遗嘱”

为寻找破解方法，鉴定人员首先
进行了预试验。购取明矾，加热或常
温溶于水，分制不饱和和饱和两种明
矾水溶液，然后用毛笔、自来水笔等
蘸取后，在与检材遗嘱用纸相近的多
张打印纸上分别书写，晾干，制备明
矾密写文件试验样本若干。鉴定人员
取部分试验样本分别浸入水中，发现
纸张上的密写字迹会有一定程度显
现，但因明矾遇水很快融化，明矾字
迹几分钟后就消失了，无法拍照固定
字迹内容。此外，水浸后的纸张再干

燥后出现了变皱、变形甚至有可能严
重损坏无法再浸水试验。

经过反复试验，鉴定人员认为，
要完成鉴定，不仅要让字迹充分显
现，还要能使字迹离水后也能看得清
楚，以便进一步鉴定笔迹。鉴定人员
根据明矾的化学成分分析认为，明矾
溶于水后产生铝离子，因此这份明矾
水写遗嘱文件上应该含有铝离子，鉴
定可以利用铝离子的显色反应破解
难题。据此，鉴定人员最终选定用铝
试剂进行试验。

用样本多次试验找到破译之道：用铝试剂进行试验

配制显色溶液 样本放入后不久,字迹清晰显现

通过严谨周密的试验准备，终于
进入正式鉴定试验工作。鉴定人员先
将这份密写“遗嘱”放入浓度适中的溶
液中，几分钟后，玫瑰红的字迹开始显
现，先是遗嘱正文、落款、日期，一份完
整的自书遗嘱真面目呈现出来。

随着字迹逐渐清晰，让所有人瞠
目的结果也显现出来了：这份遗嘱的落
款的确是周某德，赠与对象也的确是其
三弟周某富，出人意料的是，遗嘱中所
指的房产并非本案争议的两间铺面房。

根据遗嘱显示，这两间争议的

145号和147号铺面并非周某德在遗
嘱中承诺赠与弟弟的房屋，因此这两
套房屋的权属应当自其去世之日起，
归其法定继承人也就是陈婆婆所有。

由于这两套房屋此前已登记在
三弟周某富名下，陈婆婆向房管部门
提出异议并申请撤销了这个登记，因
此房屋属于陈婆婆所有不再有争议。

随着遗嘱真相水落石出，一场家
庭纠纷得以平息。在法院主持下，叔
嫂之间达成和解协议，妥善处理了这
起房产纠纷。

“白纸遗嘱”露真容：大哥赠弟铺面,但非本案这两间

从“无字”到有字
“白纸遗嘱”露真容

成都商报记者 周茂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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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鉴定显现字迹的遗嘱

“一些地方政府前期存在过分举债和
隐性举债，有的省、地区负债率超过100%，
100多个市本级、400多个县级的债务率超
过100%，未来是否可能出现一些地方政府
事实上的‘破产’的问题值得警惕”，昨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国务院
提交的地方债工作报告时，多位委员认为，
不能因“整体可控”忽视了个别地方出现债
务风险，应未雨绸缪。一些委员建议，针对
地方违规举债应对地方领导终身追责。

财政部副部长张少春在作《国务院关
于规范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情况的报
告》时表示，据初步测算，2014年末地方政
府债务的债务率为86%，风险总体可控。截
至12月11日，各地已发行置换债券3.18万
亿元，完成下达额度的99%。对此，姚胜委
员认为，我国政府债务粗算达36万亿以上，
可能占GDP的60%左右，约是2015年全国
财政预算收入的1.78倍，“这么重的债务负
担扛在肩上，不好一个劲儿喊我们的债务

‘风险可控’”。冯淑萍委员认为，追责问题
应重视：“原预算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不能
借债，不能担保，现在债也借，也担保了，法
不责众了，没有问责。如果说以往可以这样
做，出新规定了是不是违规了还不问责？到
底怎样处理这样的关系，应予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龙秋华认为，政府贷款
要明确责任人，银行放贷也要明确责任
人，“一定要终身追责，否则不知道怎么控
制”。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建议：

地方领导违规举债
应终身追责

昨夜明月照成都

摄影记者 王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