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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天府文化
建世界文化名城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
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

关键词

不打招呼
督查人员直查现场

市政府督查室1日下午对全
市16座公厕开展了抽查。据介
绍，此次抽查以不打招呼、不接
触地方，直奔基层、直查现场的
暗访方式开展，覆盖了旅游景
区、公共休闲场所、沿途街区等
类型的厕所。

从抽查情况看，杜甫草堂、武
侯祠、白鹭湾湿地公园、成都大熊
猫繁育研究基地等旅游景区及周
边的厕所在管理服务、便民物资
配备、厕所标识标牌悬挂等方面
总体符合要求。除了实地走访，督
查室还在现场询问了多名市民，
多数市民体验到“厕所革命”以
来，不管是厕所的数量，还是质量
都有了提升，厕所难找、脏乱差现
象有了改观。

而公园周边公厕和市区道路
公厕还存在着管理不够精细、厕
纸有偿提供等情况。据市政府督
查室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暗访中
发现，浣花溪公园北门厕所洗手
池台面不干净，而且，本应免费供
应的厕纸和擦手纸不仅未提供，
还在以一块一包的价格售卖纸
巾。同在浣花溪公园，知竹吧旁边
厕所有异味。南郊公园厕所存在
指示标识不到位、墙体剥落等情
况，反映出管理不够精细。

据介绍，督查室已将问题点
位纳入跟踪督查，并将发现的问
题反映给相应的责任部门，要求
相关部门落实责任，完成目标。

中心城区
11月底前拟补建292座公厕

记者从市城管委了解到，已
拟定今年11月底前完成中心城区
292座公厕的补建。为提高市民对
公厕的满意度，全市各类公厕也
开展了多种尝试。

昨日下午，记者来到武侯区
广福桥横街公厕，这座表面上不
惹眼的公厕，实则属于整体装配
式，采用钢架结构，使用新型环保
材料，比普通移动公厕更保暖隔
热。武侯区城管局副局长黄涛告
诉记者，方便快捷也是其最大优
势。“从设计到施工仅用一个月，
整个搭建只用了3天，如有其他需
求，一晚上就可以拆走！”武侯区
城管局局长汪毅透露，该区今年
将补建47座公厕，其中42座都会
采用这种整体装配式。

不 光 是 硬 件 ，成 都 在“ 软
件”——公厕管理方面也在不断
完善。金牛区城管局环卫科一位
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在全市率
先引进市场化服务。企业为每座
公厕都配备了专职保洁人员，还
有专门的维修团队。每个片区还
有项目经理，督查责任片区公厕
的卫生。“城管局会根据标准检查
公厕卫生，并据此打出考核分数，
然后根据分数对企业进行赏罚。
进行市场化管理后，公厕的管理
真的有了很大的改观，目前其他
区也在进行或准备效法这种模
式。”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摄影报道

市政府督查室五一暗访16座公厕，总体有改善——

浣花溪公园一厕所纸巾还在卖钱

据悉，上述《实施意见》还要
求加强可移动文物保护。成都博
物馆新馆争创国家一级博物馆。
同时明确提出大力扶持非国有
博物馆发展，对低票价或自行免
费开放且社会效益好的非国有
博物馆适当给予经费支持或按
规定给予税收优惠，努力将成都

建设成为非国有博物馆示范区。
鼓 励 民 间 合 法 收 藏 文 物 ，

切实加强文物市场和社会文物
鉴定的规划管理，积极促进文
物拍卖市场健康发展。针对文
物资源密集、安全形势严峻的
地方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立专
门的警务室。

记者获悉记者获悉，，目前目前
四川进入世界遗产四川进入世界遗产
名录的有名录的有66处处，，九寨九寨
沟沟、、黄龙风景区黄龙风景区、、大大
熊猫栖息地都属于熊猫栖息地都属于
世界自然遗产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四川
峨眉山峨眉山--乐山风景区乐山风景区
是世界文化与自然是世界文化与自然
双遗产双遗产，，四川青城山四川青城山
和都江堰属于世界和都江堰属于世界
文化遗产文化遗产。。

如若金沙遗址如若金沙遗址
和三星堆联袂申报和三星堆联袂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成功世界文化遗产成功，，
这也将是四川考古这也将是四川考古
遗产类世界文化遗遗产类世界文化遗
产的第一份产的第一份。。

多了解一点

大力扶持非国有博物馆发展

暗访公厕点位及情况
厕所名称 主要问题
杜甫草堂厕所1 擦手纸补充不及时
杜甫草堂厕所2 整体较好
浣花北门旁厕所 洗手台面不干净、纸巾有偿提供、无“两纸一液”
知竹吧厕所 无“两纸一液”、有异味
浣花滨河路厕所 白天无照明、无“两纸一液”
武侯祠陈列室旁厕所 整体较好
南郊公园职工食堂附近改建厕所 无标识、设施设备陈旧
武侯少陵路公厕 无“两纸一液”
金沙公园一号厕所 整体较好
金沙公园乌木林厕所 整体较好
白鹭湾湿地公园游客中心厕所 整体较好
白鹭湾湿地公园1号厕所 整体较好
三圣街道红砂村公厕 整体较好
三圣街道第一社区公共服务站公厕 有异味
熊猫基地新博物馆旅游厕所 整体较好
熊猫基地太阳产房旅游厕所 整体较好

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均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一批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古蜀文明遗
址是古蜀国历史变迁、文明发展
历程中的珍贵实物见证，在通过
考古发掘已发现的数十处相关遗
址中，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金
沙遗址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

此次申遗，可谓意义重大。两
处遗址，对于探索青铜时期中国
文化多样性以及人类早期政治组
织及社会形态演化进程具有重大
意义。有专家认为，以三星堆遗址
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明遗
址从考古学上揭示了古蜀国的存
在及其发展历史，展示了这段已
消失文明独特的城市规划理念、

建造技艺、精神信仰、社会生活和
手工艺技术等，其所代表的古蜀
文明填补了中华文明演进序列的
缺环，是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
心、中国文明重要的起源地之一。

曾参与金沙遗址发掘工作的
张擎主持过申报的部分工作，他
说，金沙遗址和三星堆遗址之所以
要联合申遗，是因为申报的要点之
一是完整性。而这两个遗址恰好能
作为古蜀文明最典型的代表。同
时，古蜀文明作为中华文明的一个
有机组成部分，代表了周边文明不
断融入到以华夏文明为核心的中
华文明圈的过程，并且，今天这条
道路还在不断拓展和衍生，这个过
程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为了申报，金沙遗址博物馆做了大量工作，首先是
申报文本的准备工作，讲清楚金沙遗址的真实性、完整
性、价值；再讲清楚对金沙遗址采取的一系列保护行动。
另外，成都市规划局严格控制了金沙遗址周边新建筑的
高度、色泽等，还针对周边的民宅、道路、绿化实施了全
面整治，使之与金沙遗址的厚重文化底蕴相匹配。张擎
特别提到，金沙方面还起草了金沙遗址的保护条例，加
强对金沙遗址现场和文物的保护工作。

“通过申报工作，能增强金沙遗址和三星堆文化的
传播力度，同时，它会更多地增加一些互动体验活动，成
都市民能通过讲座、报告，真正地领略古蜀文明的灿烂
与魅力。”张擎说。

“对于申遗工作，目前三星堆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当
中，已经进入国家文物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预备名录
中。”三星堆管委会主任、三星堆博物馆常务副馆长朱家可
说，“申遗”工作有一个较长的过程，“我们时刻准备着，一直
在为申遗而努力。”朱家可介绍，金沙和三星堆本来就是世
界级的文化遗产，申遗成功将得到业界的认可和尊重，也
可以更好地对中华文明尤其是古蜀文明进行传承和保护。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谢礼恒 王明平 实习生 刘雨欣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市政府第152次常务会
议上了解到，市文广新局报请审定《关于进一步加
强文物工作的实施意见（送审稿）》透露，金沙遗址
和三星堆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市文广新局介绍，从去年起，该局开始了《实施
意见》的起草工作，今年1月中旬，还邀请省、市文物
保护领域的知名专家，召开专家论证会。针对文物
的“保护管理”，《实施意见》要求建立文物保护传承
工程体系，加快大遗址保护示范工程建设，推动蜀
道申遗和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开展金沙遗址和三星
堆遗址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为何联合申请
古蜀文明最典型代表
联手才能体现完整性

周边建筑高度要控制
金沙
遗址

揭示古蜀国的存在及其发展历史，填补中华文明演进序列的缺环

金沙和三星堆
联合申遗

一直在为申遗而努力

三星堆
遗址相 / 关 / 链 / 接

““厕所革命厕所革命””正正
在加速推进在加速推进。。

成都商报记者成都商报记者
从市政府督查室了从市政府督查室了
解到解到，，五一假期他们五一假期他们
对全市多类型共对全市多类型共1616
座公厕进行暗访座公厕进行暗访，，发发
现公厕的整体服务现公厕的整体服务
水平在提高水平在提高，，但仍有但仍有
不提供厕纸而卖纸不提供厕纸而卖纸
巾的现象巾的现象。。

市城管委则透市城管委则透
露露，，今年今年1111月底前中月底前中
心城区拟补建心城区拟补建292292座座
公 厕公 厕 ，，并 在 设 施 设并 在 设 施 设
置置、、管理服务方面做管理服务方面做
探索探索。。

一环路菊乐路口的公厕，外墙和房顶都被植物覆盖，生态美观

上接01版
四川名医，四川最大的医疗健康

类的新媒体平台，服务对象没有边界。
上至90高龄的程复初老先生。这

位哲学系退休教师18年前确诊糖尿
病，是名医的糖尿病公益项目糖友家
的铁杆粉丝。程爷爷的家到讲座现场
一共13站，但他风雨无阻，“下雨就带
把伞嘛”。下至刚出生6个月的小佳宜。
被确诊为白血病的小佳宜每天接受各
种治疗，几乎没有能睡半个小时以上
的时间。当得知巨额医药费让小佳宜
一家无力承担时，四川名医育儿群的
妈妈们踊跃为她捐款加油。四川名医
的准则是：我们不能帮你守住年龄，但
我们可以帮你守住健康。

成都儿童团，担负的是全域内
200万学龄段孩子的青春。

去年12月的一天中午，儿童团的
同事突然收到副团长梁乃丹的一条短
信：我要请假去办点事。然后她独自打
车去了医院，等到她家先生和同事们
急匆匆赶到时，医生告知大家：已经生
了。一群人在产房门口目瞪口呆。“就
跟她平时出去见合作方一样，就把娃
生了？”这个如其母亲一样强悍来到世
间的小妹妹，生于12月20日，正是一年
前成都儿童团诞生的日子。600天里，
儿童团做过数十场中高考直播，收看
人数过百万；上百场“初中名校面对
面”公益答疑，到场家庭数千个。他们
从不敢懈怠，因为“每一个孩子的青春
都是无价，我们不敢辜负”。

《每日经济新闻》，近年来中国财
经领域最受关注的主流财经媒体。其
产品列表涵盖APP、微信、微博、网站、
视频直播、报纸等全媒体渠道，每天覆
盖人群超过4000万。

每经人深知，媒体的根基依然在于
新闻和资讯的内容，因此执着于事件背
后真相。他们可以用5个月时间调查问
题公司，只因1个疑点；用18天潜伏矿
场，被人跟踪，只为找出证据。每经人自
问，青春以多久为期？他们的答案是，青
春就是一个人、一个团队挥洒热血，致
力于寻求真相，实现梦想的所有瞬间！

买够网，成都商报的电商平台，号
称成都特产卖出去，全球好货买回来。
他们说他们的青春在田间地头，在希
望的田野上。

整个电商公司都很纳闷，为什么
貌美如花的90后大客户部总监朱梦梅
那么喜欢往山里钻，为什么城市里长
大的女娃娃可以说出“互联网思维满
天飞的时代，深耕农业才是一片蓝海”
这样的话来。朱梦梅本人是这么回答
的：“其实我是误打误撞来到买够网
的。当时我还挺高兴，25岁就是总监了
诶。结果我的工作竟然是下乡……但
每次下乡，那些种植户给我带来的感
动让我觉得这份工作也蛮不错。这3年
的工作，让我从一个文艺青年变成普
通青年，更接地气了。”

数字整合营销中心，成都商报最
“年轻”的部门，设立至今不满3年。通
常，有过岁月经验的人都喜欢说，“年
轻人，你的思想很危险”，而数营就集
聚了一批敢于大开脑洞的“危险”的年
轻人。他们相信，疯一点比较有趣，正
常的人就没什么好玩。为了让领导知
道什么是年轻人中流行的“狼人杀”，
他们甚至在策划会上即兴玩过一场。

传统的版面经营越走越窄，数营
中心就是纸媒拥抱互联网平台的经营
涅槃。去年成都车展前，3天之内连续5
场头脑风暴，初步方案得到的客户认
可还是败给了自我苛求，团队持续死
磕，直到最后出炉的奥迪“小红点”策
划让所有原本坐着的人都激动得站了
起来。不惧权威，不服传统，才是数营
人理解的青春。

营销策划有限公司，中国报业第
一整合营销平台，以全年超过百场活
动与1600万成都市民紧密相连。

犹记成都首届音乐诗歌季，最后
关头发现供应商拿错了指定的乐器，
艺人团队表示没有指定乐器效果无法
保障将不参加演出。距离正式演出只
剩14个小时，执行团队分头问遍了所
有的舞美供应商、乐器商，得到的答案
仍是“没有”。大喜知道有个早已没有
联系的人应该能找到这种乐器，自己
十年前的初恋。凌晨3点半，犹豫再三
的大喜还是拨通了那个一直记得的号
码，“喂，有个事情……”第二天，演出
完美结束。青春的故事在发生，但却不
是甜到忧伤的套路。

100年前，陈独秀就借英美人之口
说过，年长而勿衰。谁说这不是我们的
第二春，谁说我们不能再言青春。在这
个节日，让我们举起骄傲，挺起胸膛，致
我们曾经的青春，现在的韶华。（潘媛）

金沙遗址出土
的大金面具

三星堆遗址出土
的铜纵目面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