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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鸡下蛋”和“顶呱呱”

两条地铁广告

2月12日，成都商报记者
从成都市交委获悉，即日起
成都市将强力推进ETC不停
车收费推广应用工作，向广
大车主提供ETC快捷免费安
装服务，力争2017年底前成
都本籍ETC用户达80%以上，
实现高速公路由人工收费为
主向ETC电子收费为主的根
本转变。同时，从即日起至
2017年7月1日，成都绕城、机
场、成温邛、成灌、成彭、城北
出口等市域高速公路收费
站，将增设150条以上ETC专
用车道。

ETC（不 停 车 收 费 系
统），通过安装在车辆挡风玻
璃上的电子标签，与收费站
ETC车道进行通讯，再利用
联网技术进行后台结算。目
前成都全市ETC用户不足90
万，仅占机动车总量的25%。
高速公路仍处于以人工收费
为主的收费方式。

对于广大市民来讲，安装
ETC、走ETC车道有何好处？

市交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首先是实惠，如果使用ETC，
可以享受通行费九五折优惠。
第二是便捷，车主通过ETC系
统，可实现费率计算与网银支
付的无缝对接，缴费无需现
金。第三是快速，研究表明，
ETC单车道通行能力为1000
辆/小时，较人工收费通行速
度提升5倍以上。也就是说，如
果车主选择从ETC车道通行，
等待时间大为缩短。该负责人
举例说，绕城高速日均站口流
量超过60万辆，日均断面流量
达15万辆，远超其设计通行能
力。加之高速公路交通转换能
力不足，导致绕城及中心城区
交通严重拥堵。

同时，由于在交通拥堵期
间，大量排行车辆尾气排放量
持续增加，对成都市大气环境
带来较大影响。市交委相关负
责 人 表 示 ，如 果 车 主 安 装
ETC，在通过收费站时，不用
停车、直接驶过即可，减少刹
车、停车和起步的频率，可以
节能减排。有环保研究表明，
单条ETC车道较非ETC车道

少排放大气污染物60%以上，
对降低大气污染物排放有积
极作用。

有市民提出疑问，如果
大家都有ETC了，现有高速
公路ETC收费车道，能否满
足日益增长的用户需求？记
者从成都市交委获悉，从即
日起至2017年7月1日，成都
绕城、机场、成温邛、成灌、成
彭、城北出口等市域高速公
路收费站，将增设150条以上
ETC专用车道。市交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ETC推动发展
工作事关成都交通缓堵保畅
和大气环境治理工作大局。
按照今年ETC用户发展工作
目标，2017年内将有200多万
ETC用户安装量，时间紧、任
务重，需广大市民积极配合
支持。为引导广大市民积极
配 合 ETC 安 装 工 作 ，根 据
ETC用户发展情况，如有必
要，将适时研究调整成都非
ETC车辆在市域内高速公路
通行的收费优惠政策。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许多市民
还对1月中旬成
都地铁车厢内
一条两分钟就
要播放一次的
商业广告“张柱
金，你家公鸡下
蛋了”印象深
刻。但自从1月
18日早上起，这
条广告突然就
不见了。跟“公
鸡下蛋”一同消
失的还有一条
“顶呱呱”广告。

这两条广
告因为播放密
集、质量低俗、缺
乏内涵，让乘客
不堪其扰。因此
这两条广告消
失后，大部分乘
客都拍手称快。

“公鸡下蛋”和“顶
呱呱”究竟是什么原因
停播？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
向有关部门了解到，两条
恶俗广告之所以全面停
播，成都市网络理政平台
可谓“功不可没”。

“正是因为有大量市
民纷纷来信来电，请求停
播这两条广告，而这些诉
求在当时特别集中，这引
起了我们的关注。”市政
务办相关人士透露，在网
络理政平台的监督和努
力下，地铁部门进行了
“整改”。

“公鸡下蛋”和“顶呱
呱”广告双双被撤，成为
成都市网络理政平台成
功解决市民反映者诸多
合理合法诉求的一起典
型案例。

在这起事件中，平台
再次扮演了一个绝佳的、
为成都市民“参政议政”
提供互动平台的角色，也
为各级领导干部“网上访
民意，网下解民忧”提供
了一条更加便捷的渠道。

1月17日早上，家住果壳
里的城小区的陈先生，送妻子
坐地铁2号线去高新区管委会
附近上班。

“我媳妇头天晚上没睡好，
她想在车上睡一会儿，正好我
在，她可以放心睡。”陈先生回
忆，结果妻子半天没合个眼。

对他们形成干扰的，是一段
差不多两分钟就要播放一声的尖
叫，“张柱金，你家公鸡下蛋了！”

屏幕上仅有一个做着夸
张表情的女士头像以及10个
蓝色的广告字体，没有广告投
放公司的名称，也没有透露任
何产品信息。

但在狭小拥挤，处于上班高
峰时期的车厢里，这条简单粗暴
的广告，对耳膜充满了刺激感。

“我当时就和媳妇交流，这
是什么广告啊，简直是垃圾，没
有内涵，声音还特别吵。”陈先
生环视周围，发现只要这个广
告的声音响起来，很多人就会
产生厌恶反感的表情。

陈先生和妻子的感受并非
孤例。那段时间因为频繁播放，
这条恶俗广告早就在网上炸开
锅，恶评如潮。

成都商报记者查询微博发
现，当时曾有不少人@成都地
铁，投诉广告扰民。有大量网友
在其官博留言，希望一并撤掉早
就饱受差评的“顶呱呱”广告。

写了20分钟
一封长信言辞诚恳

陈先生从事公交汽车的

运营和管理。那天他把妻子送
走后，对这条广告实在“想不
通”，打算找个部门投诉，“最
好把广告撤了”。

回到单位，他开始酝酿写
一封投诉信。“要表达几方面
意思，比如广告质量低俗、没
有内涵，音量非常大，对乘客
形成噪声污染等。”

利用休息时间，陈先生在
电脑上花20分钟，敲出700余
字的投诉信。言辞诚恳，有理
有据。

他认为，“地铁里面的广
告不同于候车厅和路边广告，
在这个封闭的空间，这样的声
音我们乘客没有办法选择。”

指出地铁公司的行为充
满矛盾，“地铁一方面倡导我
们乘坐文明，小声说话，不要
影响别人。但是却投放这样大
分贝的广告，让我们承受精神
和生理的双重折磨！”

他反思恶俗广告可能带
来的后果，“政府号召公民保
护环境，应优先选择乘坐公共
交通。但是，公共交通的乘坐
环境如此糟糕，我们如果逃离
车厢，产生更多的拥堵和污染
还能怎么办？”

他还提了不少建议，希望
地铁电视可以多宣传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难道不好吗？”

投诉给谁？
他想到网络理政平台

投诉信写好了，寄给谁？
“反映了就要出效果，不能交

出去后杳无音讯。”
他想到此前在报纸上见

过的对“成都市网络理政平
台”的介绍，“据说是市长信箱
的升级版，报道中说，自从平
台开通后，已成功解决不少反
映者的合理合法诉求。”

陈先生提到的网络理政
平台，自去年12月30日开通
后，始终坚持一条基本工作
要求：网上访民意，网下解
民忧，沟通理解最重要，寻
求最大公约数。这在市民中
产生了巨大影响，树立极高
威信。

就 在 陈 先 生 写 信 的 当
日，平台实际上已陆续接到
大量市民的反映，他们中有
媒体人、医生、普通职员，也
有老板。

有市民写信说，地铁上
的广告是一件很小的事，但
是地铁是一个城市的形象，
反映出了一个城市的品位，
谁也不想游客到成都乘坐了
地铁之后只记住了“张柱金”
和“顶呱呱”。

也有人坦言，不否认“吸
引眼球”是广告的本质，但一
定要有底线，作为公共场合的
广告，让每天几十万的乘客被
动接受（无法屏蔽，转台）的广
告内容是否应该有一定的规
范约束？

还 有 人 跟 陈 先 生 一 样
提议，希望多投放一些正能
量的公益片、宣传片（城市、
农村、大好河山）、纪录片、
新闻。

大数据分析
地铁低俗广告被关注

1月17日上午，在网络理
政平台上，陈先生选择点击

“市长罗强”的名字，网页立
即跳转，表示已进入市长信
箱，进入“我要写信”的页面。

陈先生将写好的信提交
后，分别生成一个受理流水
号和一个提取码查询。这意
味着，他这份投诉信，即将进
入市长的视线。

“那几天信特别集中。”
在回忆这起案例时，市政务
办相关人士仍记忆犹新，特
别是在1月17日，来信来电达
到峰值。

值得一提的是，网络理
政平台有一项重要工作，就
是使用大数据分析类似的
民生诉求多不多，“如果说
在一个区域内，同一段时间
内，有几十上百人甚至上千
人反映同样的问题，那就说
明民生诉求很强烈，需要特
别关注。”

而这起地铁广告的投诉
正好符合这一特征。后台很
快打捞出大量关于这两条恶
俗广告的投诉信息，这引起
市政务办的高度关注。

他们将情况整理后紧急
汇报，陈先生这封逻辑严密、
措辞诚恳且有独特建议的投
诉信，被作为代表进行呈报。

很快，这些诉求引起市
政府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
并通过网络理政平台，批示
地铁部门，要求“立即整改，
今后要举一反三，管好车内
环境”。

连夜处置
160多列车的广告全撤下

“我们收到情况反映后，
非常重视，马上就向下属公
司地铁传媒派发情况了解处
置 单 ，他 们 也 马 上 做 了 回
复。”成都地铁公司党群工作
部部长杨雪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当天晚上地铁公司领导
决定停播这两则广告。

她解释说，因为地铁电
视系统必须提前一天进行节
目的录制，所以地铁传媒很
多工作人员跟运营公司配
合，赶在18日凌晨5点以前，
才把1、2、3、4号线160多列车
的广告全部撤下。

杨雪认为这是一起教
训。“通过这件事，我们也深
深地感受到，广告仅仅合法
合规还不行，还必须符合这
座城市的品质形象，符合乘
客舒适度的体验。”

至于两家广告投放公
司，她说地铁传媒公司专门
进行了沟通，“得到了他们的
理解和支持，他们也非常配
合撤下广告。”

不仅如此，她透露，地
铁公司还对现有广告进行
全 面 清 理 ，以 后 发 布 广 告
时，提高审核力度，从城市
形象、市民乘坐舒适度体验
等方面来提升品质。同时要
求地铁传媒要进一步跟合
作的广告公司沟通，提高广
告的品质质量。

“我不知道背后做了那么多工作。”陈先生说，第二天他和
妻子再次坐地铁时，惊讶地发现，广告已经不见了。

他没想到这跟自己的投诉有关。哪知第三天，陈先生就接
到地铁公司电话，过了五六天，又接到成都市网络理政平台的
电话，“确认这个事情已经圆满解决。”

“网络平台建立了一种在普通老百姓和政府之间的沟通
渠道。对一些民生问题的解决，完全做到了快捷便民的效果。
说实话，我特别惊喜。”成都的办事效率让陈先生非常认可。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停播前一天，网络理政
平台上市民反映达到峰值

反感地铁广告
他写了一封信

网络理政平台
投诉达到峰值

1月17日

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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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ETC车辆市域高速通行费优惠
将适时研究调整

成都将向车主提供ETC快捷免费安装；到7月1日，新增150条
以上ETC专用车道

1月17日

政府

1月18日
圆满的

结局

◀1月17日，
成都地铁2
号线，车厢
里反复播放
“张柱金，你
家公鸡下蛋
了”的广告，
乘客不堪其
扰（成都商
报 资 料 图
片）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雨
后暖阳的成都让不少市民走到
户外享受好春光。那么，刚刚过
去的1月，成都空气质量如何？
昨日，记者从成都市环保局获
悉，我市1月环境空气质量状况
结果已出炉，根据环境空气质
量监测数据显示，与上年同期
相比，受重污染天气影响，1月
我市中心城区空气质量有所下
降，颗粒物浓度上升，优良天数
比例减少，其中，从各区（市）县
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看，简
阳市和龙泉驿区名列前两位，
受重污染天气影响较小，空气

质量相对较好。
“从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统计结果看，1月22个区（市）
县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范围
为 7.62~10.16。其 中 简 阳 市
（7.62）、龙泉驿区（7.82）综合质
量指数最低，空气质量相对较
好 ；金 牛 区（10.16）、青 羊 区
（10.11）综合质量指数最高，空
气质量相对较差。”成都市环保
局相关负责人分析道，从PM2.5
浓度同比变化情况看，22个区
（市）县均呈不同程度上升，浓
度增长范围为4～74微克/立方
米。其中增幅相对较大的是金

牛区（74微克/立方米）、新津县
（68微克/立方米）、崇州市（61微
克/立方米）；增幅相对较小的是
龙泉驿区（4微克/立方米）、天府
新区（14微克/立方米）。

从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
变化情况看，全市22个区（市）
县同比均下降，降幅为2.4~58.1
个百分点。其中下降较多的是
都江堰市（58.1个百分点）、青羊
区、锦江区、简阳市（38.7个百分
点）；下降较少的是龙泉驿区
（2.4个百分点）、天府新区（12.0
个百分点）、温江区、青白江区
（12.9个百分点）。

我市1月环境空气质量状况出炉

简阳、龙泉驿受重污染天气影响最小
新闻链接——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是描述城市环境空气质
量综合状况的无量纲指
数 ，它 综 合 考 虑 了 SO2、
NO2、PM10、PM2.5、CO、
O3等六项污染物的污染程
度。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
数数值越大表明综合污染
程度越重，数值越小表明
综合污染程度越轻。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