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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市交委了解
到，成温邛快速路预计月底前全线通
车。该路分5段建设，邛崃段、温江段、大
邑段已经通车，还差双流段和崇州段。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打开手机地
图导航，输入“成温邛快速路”，马上
显示了一条长50多公里的道路。

根据导航，成都商报记者从三环
路草金立交出城，沿永康路、成新蒲
快速路行驶，在距绕城高速成新蒲站
A 入口 260 米处，出现了第一个指示
直走上成温邛快速路的路牌。

在成新蒲快速路与凤翔大道交汇
处，一座崭新的互通立交出现在眼前。

“这就是成温邛快速路的起点——九江
全互通立交。”双流段代建业主西航港工
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双流段昨日正在进行交工验收，
预计明日得出综合评定结果，如合格
便可通车。“成温邛快速路起点标牌
也会竖立起来。”该负责人说。

从成温邛快速路起点出发，30分
钟可以到安仁古镇，不到40分钟可到
邛崃。成温邛快速路全线通车后，将

大大缓解成温邛高速的交通压力。
相关负责人介绍，双流段全长 7

公里，彭镇段3.6公里，从九江全互通
立交到海旺路立交；金桥段3.4公里，
从锦绣大道到崇州界。两段之间是全
长1.9公里的温江段。

崇州段全长18.85公里。昨日，还
有施工人员在崇州段中央隔离带忙
碌，进行工程收尾。他们表示，会在元
旦之前完成工作。

大邑段起于崇州市桤泉镇与安仁
交界处，止于高山集镇东侧与邛崃交

界处，全长约14公里。通过全长13.8公
里的安仁连接线，可以实现成温邛快
速路和成温邛高速路的快速转换。

成都商报记者一路向西，全程没
有红绿灯，双向6车道，两侧还有应急
车道。路上的限速标牌显示，中间4条
小客车道限速 80 公里/小时，两侧各
一条客货车道限速 60 公里/小时。车
行至邛崃前进镇，看到了成温邛快速
路的止点标牌。邛崃段全长10.7公里，
已于去年底率先通车。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成温邛快速路预计月底全线通车
起自九江全互通立交止于邛崃前进镇，最高限速80公里/小时

成都商报讯（记者 韩利）元旦
起，四川将放开所有盐产品价格，
食盐会不会因此涨价？昨日，省市
相关部门要求经营盐产品批发、零
售的企业（经营者），不得超出正常
的储存数量或者储存周期大量恶
意囤积，要保持价格基本稳定。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走访市
场发现，超市里基本都有多种食

盐销售，零售价格多为2元到2.5
元。省盐务管理局相关处室负责
人表示，由于允许食盐跨区域经
营，企业间竞争加剧，食盐价格可
能会不升反降。不过市场上的食
盐品种将会更加丰富，中高端盐
也将会更多地出现在四川市场
上，市民无需担心放开盐价后出
现食盐价格暴涨的情况。

2016年，成都商报新媒体成
绩满满，这离不开用户的支持。昨
日，成都商报新媒体抛出第一轮
惊喜回馈用户，@成都商报 官
方微博将在元旦小年除夕放送超
级现金大红包！

今天，成都商报官方微信
和成都商报客户端宣布，将为
大家送上第二轮惊喜！明日起
开展新年送大礼活动，送出价
值超30万元的海量大礼包，感
谢一路有你！

12 月 14 日，位于卧龙的天台山野化
培训中心迎来了参训的大熊猫“喜妹”母
子。韦华说，他曾与“喜妹”有过数月的亲
密接触。他在笔记本上写道：“‘喜妹’身形
优美，聪明伶俐，喜欢玩水，爱美容……”

17 日，超过两天没看到熊猫幼崽“八
喜”的身影，韦华和他的同事有些焦虑，担
心小家伙出事，决定进培训圈查找。韦华一
行3人尝试将“喜妹”引入隔离笼，但引诱
未能奏效。无线电监测信号显示“八喜”位
于培训圈的另一头，与妈妈“喜妹”距离很
远。他们决定撇开“喜妹”，从另一边进入培
训圈。几经搜寻，他们看到了“八喜”，小家
伙安然无恙，3人也如释重负。然而，当他们
正准备离开时，“喜妹”挡住了退路。

韦华说，看到“喜妹”他们有些吃惊。
韦华给“喜妹”递上竹子，“喜妹”接过去，

“宜居水岸”市级示范项目——西郊河综合改造示范工
程样板段完工后，昨日迎来首批50名来自少城街道、府南街
道等辖区的居民参观，有老成都在看过样板段的效果后，直
言找到了“儿时的回忆”。两位水利方面的专家也受邀前来，
畅谈了对西郊河综合改造的看法并提出了自己的专业意见。

大熊猫中的“百岁老人”

今年 9 月 1 日，盼盼迎来了 31 岁生
日。在工作人员精心筹备的生日派对上，
盼盼精神矍铄，一口咬掉了生日蛋糕上的
年龄数字31。

11月初，盼盼被发现腹围明显增加，
血常规检查显示多项生理指标异常。在接
受麻醉检查，CT扫描后，医生在盼盼的腹
腔内发现了巨大软组织密度肿块，疑为肿
瘤占位性病变。

大熊猫的1岁相当于人类的3.75岁，
31岁的盼盼算是大熊猫中的“百岁老人”
了。因为长期老年病缠身，盼盼的牙齿磨
损严重、白内障、抵抗力下降……身体素
质已不适合手术治疗。

特殊照顾也无法挽救

“盼盼最后的日子住在特殊病房，环
境更幽静也不对外开放，有专人照料。”保
护研究中心一位工作人员透露，中心对盼
盼进行“特殊照顾”，除了日常更为精细的
饲喂，还在盼盼房间安装了加热器，并从

成都商报讯（实习记者 尹沁
彤）按照目前火车票30天的预售
期，今日就是除夕火车票开始正
式对外发售的日子。除夕车票的
开售，标志着春节前的火车票已
全面开售。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在12306
官网上看到，腊月二十八（1月25
日）、二十九（1月26日）的卧铺余
票已基本售罄。

特别提醒，今日互联网、电话
订票有21个放票时间点，从8时开

始到18时，每半个小时放票一次。
热门车站中，北京西站、南京站、南
京南站8：00起售，东莞站、东莞东
站8：30起售，温州站、深圳北站9：
00起售，北京站、深圳东站10：00起
售，广州站、重庆北站11：00起售。

其后代占全球圈养大熊猫近四分
之一，现存130余只

生猛熊猫 高龄离世

野化熊猫 凶猛咬人
中国大熊猫保护中心员工韦华被
咬成重伤，脚筋腕骨被咬断

省外空运来了盼盼爱吃的雷竹笋。
辞世前 3 日，盼盼健康状况急剧恶

化，意识不清，连雷竹笋也不主动去吃了。

本是野外大熊猫遗孤

盼盼是四川蜂桶寨大熊猫保护区从
野外抢救回来的“遗孤”，出生于1985年。
它来到保护区时只有两个月大，身上长满
了疮。经过饲养员精心照料，才慢慢健壮起
来，后被送至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盼盼第一次当父亲，是1991年，在卧
龙基地。之前，卧龙基地用了 10 年时间，
都没能繁育成活一只大熊猫幼崽儿，是盼
盼改写了历史。它与冬冬的后代“白云”，
是卧龙基地第一只繁育成活的大熊猫。
此后，盼盼接二连三地当上父亲，成为“英
雄父亲”。

“在一群没精打采、缺乏活力的熊猫
里，盼盼算是‘异类’。它总是精神饱满，活
力十足。”中心工作人员罗瑜说，“我听一些
老员工说起过盼盼当年有多生猛、多强壮。
交配季节，尤其亢奋，粗犷的它浑身上下都
散发着荷尔蒙的味道。在那个年代罕逢对
手，顺理成章地占据了种群的优势地位。”

盼盼子孙众多，形成了庞大的“盼系
家族”，许多家喻户晓的明星大熊猫都是其
家族成员。赠台大熊猫团团，就是盼盼的后
代；世界上第一个放归野外的圈养大熊猫
祥祥，也有盼盼的血缘；在美国出生的“华
美”和“泰山”，是盼盼的外孙女和孙子。

据不完全统计，盼盼的后代占全球圈
养大熊猫种群近四分之一，现存血缘后代
130余只。为了嘉奖这位“英雄父亲”，保护
研究中心把盼盼年轻时居住的圈舍命名
为“盼盼园”。

这只“盼盼”不是亚运会吉祥物原型
“巴斯”。36 岁的“巴斯”是一只雌性大熊
猫，目前生活在海峡（福州）熊猫世界。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

漫步宜居水岸样板段

“老成都”感慨：
找到儿时回忆

“宜居水岸工程是成都市水
环境治理的一个升级。”水利资源
专家陈渭忠昨日也来到现场，他
对西郊河的改造方案持支持态
度，“成都目前的水治理，已经从
治污的阶段，转向水生态的平衡、
提升阶段。”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现在的
第三轮水环境治理，陈渭忠称自
己一直在第一现场。他说，在 20
多年的时间中，成都在水的治理
上已经取得初步成效，但未来任
务还很艰巨。

在他看来，现在成都在河道改
造中，要解决水量水质的问题，需
要把水系串通，多一些生态流量，
让水活起来、串起来，另一个办法
是多利用中水，“把污水利用起来，
不过这是一个很庞大的工程。”

对于景观设计，河道整治专
家张承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
认为应该针对每一段的不同情
况，进行不同的景观设计，在具体
的流域设计中，要因地制宜、突出
重点、形成特色。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我觉得样板段修得太好了，
完全能找到儿时的回忆。”70 多
岁的鲍婆婆打小就住在成都，对
这些河流了如指掌，“我记得小时
候还能看到河里的鱼游来游去，
越到后头河水就越脏了。”昨日在
看过样板段的建设效果后，她认
为岸边打造得非常漂亮，各种花
草树木层次分明，河水也比以前
干净，“真希望尽快看到完全改造
好的西郊河。”

在来参观的居民中，陈先生
也表示“非常喜欢西郊河的设计
方案”。他本人就住在通惠门附
近，平时经常到这一带转悠。他还
现场提了建议，能否在设计中增
加一些休息设施，“可以考虑在道
路或是节点空间设置适量的座
椅，设置方位要保证游人的视觉
通透性，最好是可以眺望河面，在
座椅周边可以设计一些花架和乔
木，用于遮阳。”

居民：建议增设休息设施

专家：让水活起来串起来

除夕火车票今天开抢

成都商报微信、客户端
将送出超30万元大礼包！

06

元旦起放开食盐价格 或不升反降

吃了起来。似乎相安无事，他们赶紧离开。
谁知“喜妹”又追上来，咬到韦华左手手掌
外侧，他本能地想挣脱，可“喜妹”咬得很
紧，进而把他拖倒在地，更疯狂地撕咬他。

“大概五六分钟后，同事帮忙引诱，把一件
衣服从它眼前丢开，‘喜妹’才松口。”

同事张大磊说，接到韦华后，先赶到
都江堰市医疗中心。“失血太多，前前后后
输了4000CC。”医生剪开他的裤腿和袖子
时，发现他的脚筋已被咬断，四肢的肌肉都
被严重咬烂。进一步检查发现，双手腕骨都
被咬断，左手掌约三分之一几乎被咬掉。

聊起这次意外重伤，韦华说，做野生
动物保护，他有被动物攻击的心理准备。如
果再见到“喜妹”，他会觉得哭笑不得。“我
没法怨恨它，在心里已经原谅了它，我是学
这行、做这行的，更明白野生动物的行为。”
41岁的韦华是广西人，至今单身，本科和
研究生都学的是野生动物保护专业。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摄影记者 刘海韵 实习生 廖阔

31岁

盼盼

伶俐

喜妹

世界上最年长的雄性大熊猫盼
盼走了！昨日凌晨4点50分，盼盼经
抢救无效，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
中心都江堰青城山基地监护宿舍离
世。盼盼的遗体将被解剖，以推动大
熊猫物种的研究和疾病治疗。全球
近四分之一圈养大熊猫系其后代。

昨日，被大熊猫“喜妹”咬伤的
中国大熊猫保护中心员工韦华，躺
在华西医院病床上，四肢缠绕着厚
厚的纱布，左手打着四五根钢钉。他
希望尽快好起来，回到山上去。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
鹏）昨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罗
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9次常务
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
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审
议环境保护工作职责分工、环境
空气质量考核激励等议题，安排
部署岁末年初各项重点工作。

会议听取了我市近期大气污
染防治工作情况汇报，审议并原
则通过《成都市环境保护工作职
责分工方案（送审稿）》、《成都市
环境空气质量考核激励办法（送
审稿）》。会议指出，针对今年 11
月中旬以来我市持续出现的雾霾
天气，市委、市政府认真贯彻落实
环保部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
果断启动应急预案，及时发布预
警信息，采取系列切实可行措施，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雾霾影响。下
一步，要做好分析总结，查找补齐
短板，继续大力做好大气污染防
治各项工作。要加强环境监管督
促检查力度，对环保责任落实不
力、未依法履职尽责的部门、地区
和责任人，要坚决依法依规问责。
要进一步做好宣传沟通，发挥好

新媒体传播优势，及时生动全面
反映党委政府打好大气、水、土壤
污染防治“三大战役”的坚定决心
和系列举措，加强与市民互动沟
通，倡导共建共享绿色低碳生活。

会议强调，岁末年初，要始终
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严格落实
安全生产责任制，大力开展暗访
督查，发现隐患问题必须立即整
改到位。要重点抓好“跨年夜”等
大型集会和群体活动的安全管
控，落实好各项应急预案和工作
措施，严防拥挤、踩踏等伤亡事
故。要加强市场监管，统筹做好农
副产品保供稳价、煤电油气协调
保障工作，加强旅游市场综合监
管，切实保障节日期间市场平稳
运行。要着力抓好年底矛盾排查
化解，及时就地解决群众的合理
合法诉求。要严格遵守廉洁纪律
和财经纪律，杜绝各类“节日腐
败”，倡导勤俭文明过节。要以对
人民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认真
做好节日期间各项重点工作，确
保全市人民群众过一个欢乐、平
安、祥和的节日。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罗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39次常务会议

审议环境保护工作职责分工方案
安排部署岁末年初各项重点工作

“喜妹”（下）教它的孩子爬树 新华社资料照片

韦华伤势严重

盼盼过31岁生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