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部分拟上市土地资源介绍

今日 多云 10.8℃~19.5℃
南风1~2级

明日 晴 10.8℃~23.7℃
南风1~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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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今日多云
随后两天阳光将回来

昨日，阳光虽不充足，但最
高气温依旧达到21.6℃（出现在
蒲江）。预计今天多云。随后两
天，小歇的阳光又将回来，气温
在11℃~23℃之间波动。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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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都 首 例 9 岁 自 闭 症 儿 童 体 验“ 海 豚 水 下 疗 法 ”

3月28日，成都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内，一名9岁自闭症儿童首
次体验“海豚水下疗法”，零距离接触海豚，希望通过海豚发出来
的超声波，刺激自闭症患儿大脑以达到治疗目的。这是成都市首
例通过海豚辅助治疗自闭症的案例。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
5”第 17081期排列 3直
选中奖号码：210，全国

中奖注数 4331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排列 5中奖号码：21090，全国
中奖注数19注，单注奖金10万元。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
17035 期开奖结果：前区 14 17
22 30 33，后区 07 12，一等奖 11
注，每注奖金 6041708 元。追加 5
注，单注奖金 3625024 元；二等奖
143注，每注奖金49967元，追加27
注，单注奖金29980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081期开奖结果：

129，单选1313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 3，0 注，单注奖金 346
元，组选6，2790注，单注奖金173
元。●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七乐彩”第2017035期开
奖结果：基本号码：06、30、09、
18、23、03、29，特别号码：08。一等
奖 6 注，单注奖金 232631 元。二
等奖 19 注，单注奖金 10494 元。
奖池累计金额0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人北中央商务区——城市客厅商务中心

和其他中心城区相比，金牛区土
地资源禀赋丰厚。

据统计，金牛区是成都五城区土
地资源最为富集的区域，可利用土地
总量3.1万亩，其中，国有存量土地可
再次利用面积达8500亩。值得一提的
是，区内有202宗土地位于地铁沿线，
这部分土地总量有1.44万亩，极具开
发价值。2016年，金牛区经营性土地
上市和项目新开工面积分别达688.7
亩和348.2万平方米。

“我们正在寻找北核北移中的机
遇。”中海地产成都公司负责人也表达
了对金牛机遇的重视，“我们非常看好
金牛区的发展规划，希望有更多土地尽
快推出，以多种合作方式深耕金牛”。

和中海地产一样，关注金牛区
的企业非常多。在昨日举行的主题
推介会上，金牛区隆重推介了位于
北部新城功能区、国宾功能区、环交

大智慧城功能区、人北中央商务功
能区的24宗地块，得到与会企业的
一致关注。

从2006年起，绿地集团进入金牛
区发展，迄今已有10余年。“作为金牛
建设的参与者，我们感受到了金牛区
蓬勃向上的发展态势；作为金牛区的
投资者，我们充分感受了金牛在政务
服务上的努力。”绿地集团相关负责
人如此总结在金牛区的发展经历，并
表达了参与金牛建设中西部综合实
力领先城区的愿望，“非常关注金牛
区的发展和规划，希望能参与新一轮
的大发展。”

金牛区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以
来，金牛区共梳理出可供上市土地
1700余亩，确立了年内经营性用地上
市总量不低于1000亩，力争1200亩的
目标，“而且在未来的5~10年都将会
保持这样的上市节奏”。

北核北移下的金牛发展机遇
“聚焦金牛 共享发展”，金牛区2017年投资项目主题推介会昨日举行，年内经营性用地上市总量不低于1000亩

3月29日下午，金牛区
2017年投资项目主题推介会
隆重举行，嘉宾云集，高朋满
座，寻求合作契机，谋划共同
发展。

围绕成都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和金牛建设中西部综合
实力领先城区的总体目标，金
牛区正加快推进城市道路和
配套设施建设，优化投资要素
保障，伴随着相关产业扶持政
策的出台和落实，金牛在土
地、产业、科技、金融、人才等
方面将形成独特的优势和巨
大的市场需求。

产业发展基础坚实、土
地资源禀赋丰厚、生态人文环
境良好、规划后发优势明显、
交通组织网络发达、创新创业
资源雄厚、公建配套设施齐全
……“一城双核，双核共兴”，
北核北移下，金牛机遇凸显。

全面贯彻成都市“157”总体发
展思路，金牛区提出了做强现代商
贸与商务、科技研发与总部、都市
文创与旅游、高铁枢纽与门户“四
大功能”，推动综合经济实力、科技
创新能力、城市发展活力“三个跃
升”，打造“科贸之都、文化北城”一
张名片的“431”主要发展目标，开
启了金牛区建设中西部综合实力
领先城区的新征程。

“自古以来，金牛区商贾云集，
是成都市主城区中人口最多、商贸
最繁荣、经济最活跃的区域。”金牛
区相关负责人介绍，截至2016年，
金牛区经济总量连续27年位居五
城区首位，产业发展基础坚实。作
为“国家可持续发展先进示范区”，
金牛辖区内电子十所、二十九所、
西南交大、成都中医药大学、西华

大学等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云集，
轨道交通、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金牛区生态人文环
境良好，是成都市五城区中自然和
生态环境最好的区域；规划后发优
势明显，正转化为新一轮投资创业
热点；交通组织网络发达，到2020
年，金牛区境内将有7条运营路线、
4条在建路线，营运里程56公里、在
建里程30公里，开通站点52个，是
成都五城区轨道交通运营里程最
长、开通站点最多的城区；创新创
业资源雄厚，构建了“一城一带三
园多点”的全域创新创业格局；公
建配套设施齐全，拥有完善的教
育、医疗等生活配套项目。

从第三方研究机构的角度，锐
理数据解决方案中心总经理林森

对金牛区的六大功能区有颇多研
究。“环交大智慧城和上海环同济
知识城的情况非常像，呈现出集群
效应、知识共享效应和政、企、校联
动效应等，未来非常值得期待。”林
森一一分析了金牛区六大功能区
的优势，“金牛区是主城区拥有最
多土地储备和规划空间的城区”，

“期待北核回归”。
2015年，碧桂园进入成都的

第一个项目落子金牛区。碧桂园
成都区域总裁何剑标表示，落子
金牛，碧桂园不只看重金牛的人
文、历史、环境，更看重的是金牛
区的成长。“双核共兴，北核北
移”，2年多的合作，何剑标更清晰
地感受到了金牛区的发展脉络，
享受到了城市发展、区域发展带
来的便利。

多优势建设中西部综合实力领先城区

今年力争上市经营性用地1200亩

谢璐 成都商报记者 刘友莉 图由冷冰提供

北部新城功能区
该 区 域 是 金 牛 区

“北建新城”的主要承载
区，也是成都中心城区
成片可开发土地最多的
区域，今年预计将有逾
800亩土地上市，主要集
中在科创新谷片区和智
慧商都片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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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宾功能区

该区域和北部新城一
样，是三环外土地集中成
片的区域，同时，该区域也
是今年土地上市的重点，
预计今年土地上市量超过
400亩，主要集中在金牛宾
馆周边片区和沙河源（三
环路外侧）片区。

环交大智慧城功能区
该功能区主要涵盖的是金牛区

二、三环之间的纯熟发展区域，生活
配套完善。拟上市的土地集中在沙河
源（三环路内侧）片区（位于金府路和
三环路之间，紧邻凤凰立交）、茶店子
片区（交大路与蜀汉路之间）。

人北中央商务区
该功能区推出的两宗地块都位

于一环路和二环路之间。一是白果
林片区地块，西临大庆路，北临百寿
路，面积17亩，规划用地性质为二类
住宅，容积率4.0。二是驷马桥片区
地块，临近火车北站，随着火车北站
扩能改造工程的启动和周边区域更
新项目的推进，北城门户形象将焕
然一新，区域的宜居价值也将进一
步提升。

金牛区2017年投资项目主题推介会现场

国宾功能区效果图

海豚水下疗法，成都海昌极
地海洋公园已筹备多年。2015年，
该公园在全国6个城市启动人豚
近距离接触项目，每年4月免费对
自闭症儿童及其家庭开放。

该公园营销总监李鹏介绍，
“海豚之所以能够辅助治疗自闭
症，主要在于它能发出多种波长
的超声波。”具体而言，海豚靠近

自闭症患儿发出叫声时，对患儿
神经系统产生较强冲击，激活患
儿处于“休眠”状态的神经细胞，
从而起到辅助治疗作用。

“前两年都是近距离接触，而
非水下零距离接触。”李鹏说，此次
人豚交流程度加深，自闭症儿童不
仅可以和海豚在水里玩耍、指引海
豚做各种动作，还可以一起游泳。

28日，成都海昌极地海洋公
园，清澈的池子里，海豚仰着头欢
迎晨晨，晨晨盯着海豚，手里比划
着。随后，晨晨由驯养师抱着进入
池内，她一会儿摸摸海豚，一会儿
亲亲海豚，还引导海豚转圈，为海
豚投食，脸上露出微笑……看着女
儿，张东萍心里一松：“她这么开
心，玩得这么放松，真的很棒。”

晨晨今年9岁，2012年6月被
确诊为自闭症，她喜欢自言自语，
不太理睬别人，也不怎么懂得与

人交流。为此，张东萍辞掉工作，
专职带着女儿做康复训练。

最近，康复机构推荐她尝试
一下海豚水下疗法，她欣然接
受。据说海豚发出的超声波可以
刺激自闭症儿童的大脑，让患儿
减少重复的刻板行为。

中午12点30分，一小时的人
豚交流互动结束。“有没有效果我
不敢说，目前也看不出来，但如果
有这样的免费机会，不管跑多远
我都会带她参加。”张东萍说。

现场直击/ 水中与海豚互动 孩子很开心

多年筹备/ 人豚交流辅助治疗自闭症患儿

与人零距离接触的并非一般
海豚。驯养师吴偲溶说，这种海豚
名叫斑原海豚，体型较小，性格
温顺、胆小，对水温和环境要求
极高，一般要经过2年训练才能做
水下治疗，特别稀少，成都海昌极
地公园仅有一只，能做水下治疗
的驯养师也仅有3人。

“因条件有限，我们打算只

在周末接受预约，每周8个。”李
鹏说，自闭症儿童及家庭可以通
过该公园官方微信预约，只要持
医疗机构的证明即可免费体验。

李鹏坦言，公园对这个项目
比较谨慎，晨晨长达一小时的人
豚零距离互动，他全程在场。“如
果家长反馈比较好，我们会考虑
全年开展这个项目。”

海豚经过特训/ 能做水下治疗的驯养师仅3人

据青少年科普期刊《知
识就是力量》杂志报道，目前
世界上只有美国、德国、澳大
利亚和墨西哥在试验海豚疗
法。一些患语言障碍的病儿，
经过6个月治疗，已能说简单
的话。

从2008年开始，深圳野生

动物园就推出自闭症海豚辅
助康复训练项目。据该动物园
海洋馆馆长黎穗民介绍，开业
以来已接待数百名自闭症儿
童，大部分接受康复训练后，
或多或少症状都有所改善。

“海豚超声波疗法因人而异，
大部分是有改善的，没有改善

的仅占10%左右。”
“我们不否认孩子和小动

物互动时的快乐，它属于动
物疗法中的一种，但不一定
对每个自闭症儿童都有效，
不能代替康复训练。”帮晨晨
做康复训练的成都童行心智
障碍儿童关爱中心老师薛佳
说，目前对自闭症干预治疗
获国际认证、证实有效的方
法只有11种，并没有包括动
物治疗。

“完全没有用，没有定论是
客气说法，海豚疗法跟小朋友
和小猫小狗玩耍的效果是一样

的。”华西心理卫生中心讲师黄
明金说，从科学角度来说，自闭
症形成病因不清楚，海豚通过

超声波刺激患儿大脑也缺乏可
靠依据，两个没有科学依据的
前提推导不出有效的结论，“只
是因为业内没有证据证明它无
效，只好说尚无定论。”

成都商报记者 钟美兰
摄影记者 刘海韵

争议
自闭症海豚疗法 到底有没有用？“目前国内外普

遍看法是没有
定论，我们倾向
于有效果，毕竟
孩子和海豚玩
耍时的开心是
看得见的。”
——成都海昌极
地海洋公园营销
总监李鹏

“完全没有用，
没有定论是客
气说法，海豚疗
法跟小朋友和
小猫小狗玩耍
的效果是一样
的。”
——华西心理卫
生中心讲师黄明金

海豚之吻
唤醒“星星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的孩子”？”？”？”？”？”？”？”？”？”？”？”？”？”？”？”？”？”？”？”？”？”？”？”？”？”？”？”？”？”？”？

晨晨在水中与海豚亲吻

自闭症儿童自闭症儿童，，又被人们称为又被人们称为““星星的孩子星星的孩子”，”，他们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他们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
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对这些孩子来说对这些孩子来说，，海豚水下疗法到底有没有用海豚水下疗法到底有没有用？？

因人而异，
可以改善一些患儿的症状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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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用，
跟与小猫小狗玩的效果一样声音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