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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白江区率先推出
“河道警长制”

为严厉打击涉河湖违法行为，推
行河长制管理“一河一策”，近日青白
江区在全市率先推出《全面建立“河道
警长制”实施方案》，对辖区内毗河、青
白江河、长流河、桤木河、高子库河、石
板河、绣川河、清城河、半叉河、西江河
含湖江河流域全面实行“河道警长制”
管理，并向社会公布河道总警长、警长
联系方式，动员群众反映问题、提供线
索、提出意见建议。

按照分级管理、逐级负责的原则，
各“河道警长”协助“河长、河段长”开
展各项工作，加强对涉嫌环境违法犯
罪行为的打击。积极参与全区“一河一
策”各项工作，协助“河长、河段长”开
展河道保洁、排污口封堵、违章清理、
河道疏浚、生态修复、水质改善等各项
工作。依法严惩破坏水环境资源的犯
罪，以涉水环境犯罪的组织者、经营
者、获利者、幕后保护伞“四种人”作为
打击工作重点，力争铲除相关黑色产
业链。坚持抓大不放小，严厉打击盗窃
破坏治污、排水、供水设备等城市公共
设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加强司法衔接，
依法从严打击在“一河一策”执法过程
中的暴力抗法、打击报复等违法犯罪
行为。

警长还要落实“一河一策”报警求
助责任，对群众报警进行先期处警，协
助有关职能部门加强现场处置工作
等。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总面积超千亩
成华7个新公园绿地
国庆节前开放

记者昨日从成华区了解到，按照
“景观化、景区化、可进入、可参与”理
念，今年该区将重点加快46个生态项
目建设，统筹推进全区生态区、绿道、
公园、小游园、微绿地五级城市绿化体
系建设，力争今年国庆节前新建成二
仙桥公园、圣灯公园、杉板桥公园、海
滨公园等7个城市公园绿地投用，总占
地面积超过1000亩。

7个新增的公园绿地分布在二环、
三环附近。其中三环路外有1个，约36
亩的和美社区公园；二、三环之间有6
个：东客站中央绿轴公园（约125亩）、
圣灯公园（约120亩）、杉板桥公园（约
98亩）、二仙桥公园（约208亩）、柳林游
园（约6亩）、海滨公园（约721亩，一期
221亩）。

和美社区公园：位于保和街道东
三环成渝立交外，东邻和锦路、南接凯德
广场、北至摩玛新城及成都树德小学，以
游园绿道、亲子乐园及运动球场为主体
的开放性公园。目前已完成堆坡造型施
工和乔木、灌木栽植等，预计8月开园。

圣灯公园：位于圣灯街道人民塘
社区一组、二组，新成华大道三段，物
流大道南侧。已完成堆坡造型施工，正
在进行土建施工及乔木栽植，力争8
月底前开园。

成华柳林游园：位于跳蹬河街道
东二环外侧，杉板桥内侧，以“两段、三
片”景观布局，并配以镂空钢板景墙、草
坪小品、景观置石等，便于市民健身、散
步、观景、休闲。目前已正式对外开放。

杉板桥公园：位于圣灯街道关家
堰社区五组、六组、七组，紧临十里店五
岔路口。既保留了铁路、火车等东郊工
业元素，与对面的东郊记忆公园遥相呼
应，又将“海绵城市”与“宜居水岸，活水
成都”的打造统筹结合。目前正在进行
堆坡造型、人工湖开挖、方家河河堤及
公建基础等施工，力争8月底前开园。

二仙桥公园：位于二仙桥西路以
北，民兴路东南，蜀龙路以西。融合原工
业厂区及铁轨的痕迹，通过增加现代建
造艺术，重点突出“铁路线遗址”和“城市
商务区”景观两大元素。正在进行堆坡造
型及公建施工，力争8月底前一期开园。

东客站中央绿轴公园：位于东客
站西广场以西，规划由四块绿地组成，
主要由观景平台、无边界水景、音乐喷
泉、林荫走廊、多功能活动草坪、景观
花带组成。预计10月竣工对外开放。

海滨公园：横跨成华区青龙、白莲
池两个街道，将打造成中心城区的“滨
水漫滩”生态公园、海绵城市理论最佳
实践典范、“花重锦官城”的城市景观
再现、特色禅茶文化展示区。公园一期
最快10月建成并对外开放。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位于成都市锦江区水井街的水
井坊社区是一个散发着浓浓酒香的
特色街区。水井街不但有浓浓酒香
笼罩的水井坊博物馆，还有淡淡书
香溢出的七中育才学校，因为颇具
特色的建筑和整洁优美的环境，入
围了2017成都市“最美街道”15强。

酒香、书香，如今水井坊街区更
要添上阵阵花香。为贯彻落实中共
成都市委第十三次党代会议精神，
实现“绿满蓉城、花重锦官”的目标，
形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景观优
美、四季多彩的花卉彩叶景观，成都
市锦江区城市管理和园林绿化局近
日正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金点

子”，参与水井坊游园的规划设计。

活动初衷:
想保留老街区的一些特点

锦江区城市管理和园林绿化局
副局长吴成昆介绍，水井坊是锦江区
重点打造的小游园。水井坊游园打造
方案的征集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是
以何种文化为主题进行打造。具体为
以什么样的设计理念进行打造？怎样
与现有建筑、周边环境相融？需要增
加些什么元素？二是文化理念、设计
理念以何种方式来体现？具体如小
品、雕塑、景墙等等。充分发掘周边的
历史故事、名人典故、民俗文化、民间

传说等文化记忆。
“城市在飞速地变化，但是我们

仍然想保存老街区的一些特色。”谈
到征集“金点子”活动的初衷，吴局长
表示，“我们打造水井坊游园就是希
望市民可以广泛参与，既能美化环境
又能展示街区特色文化，让水井坊不
仅有酒香，还延续城市印记。”

专家建议：
结合历史文化打造特色游园

“金点子”征集活动开展以来，至
今已经征集到了不少好点子。网友

“WEI”建议在水井坊建一个空中花
园，“多种些多肉植物，还有开花时间

长的花中之后铁线莲、牡丹等，既能节
约土地，又能增加美感！多种些原生植
物，它们自我生长，无需园丁过多关
照。灌木、多年生植物、原生植物被巧
妙地组织在一起，色彩缤纷，高低错
落，自我繁殖，呈现出极具动感的四季
变化。”这个点子目前被评为第一名。

还有市民希望添置健身器材和
滑梯玩具，设置坐椅，修建亭子、廊桥
等供休憩的建筑，这些点子也得到锦
江区城市管理和园林绿化局的赞许。
甚至有市民直接提交了设计图，图中
有许多熊猫图案的街区景墙。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体现
了城市共建共享的特点和政府对一

些重点项目的规划引导。”成都市风景
园林规划设计院院长陈明坤昨日向
记者介绍，“水井坊社区是一个历史文
化特点和社区本身结合得比较完好
的社区。”陈院长还给出自己对于水井
坊游园的建议：“首先可以结合当地的
历史文化特点来打造；二是结合环境
空间特点；三是体现多功能性，比如生
态功能、满足市民游憩功能。”

据锦江区城市管理和园林绿化
局透露，水井坊游园的点子征集将
在本月底结束，届时评选出的“金点
子”提供者将获得奖励。预计在下月
展开水井坊游园的建设工作。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一些驾驶员认为在道路上不礼
让行人不会被交警发现，注意，千万
别存侥幸心理。“我们将加大路面现
场查处和非现场执法力度，进一步
拓展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和天网视频
抓拍功能，发挥现有球机抓拍专席
和分控中心视频巡查作用，与路面
执勤警力形成人机互动的天眼地
网。”成都市公安局副局长、市交管

局局长李文胜介绍，通过天眼地网
的形式及时发现和精准查处不按规
定让行的交通违法，并形成常态、长
效的执法机制。

“开展‘车让人’专项治理行
动，是依法保障行人在斑马线上的
优先路权。”李文胜说，《道法》第
四十七条明确规定：“机动车行经
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

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
行。”对于此类违法行为，交警部门
一律依法予以罚款50元、记3分的
处罚。

此外，对因机动车不礼让斑马
线上行人造成的交通事故，除认定
其负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外，还将
依法严格追究违法者的刑事、行政
责任。

科学
治堵
怎么做

关键词：“天眼地网”违法行为无处遁形

6月15日，抚琴北巷口外，小陈过一条长约10米的斑马线花了1分45秒，而稍
有“经验”的谭大姐走走停停，逮住一个没有车的间隙小跑到了对面，“哪有车让
人的啊？”类似的经历你是否有过？

按照市委、市政府“三治一增”重大部署，强力实施成都治堵十条，推进科学
治堵工作，从6月25日起，成都交警将在全市范围内深入推进以“车让人”为重点
的“七乱”交通违法专项治理。据悉，成都交警将采取一系列严管措施，通过路面
现场查处和天网抓拍，对未依法礼让的机动车进行处罚，并打造首批12个文明
礼让示范路口，减少路面交通致堵因素，改善交通秩序。

与此同时，本报将联合成都交警开设曝光栏，对未依法让行的机动车进行
曝光。并向全体市民呼吁，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参与到文明与礼让中，让“礼
让”成为一种凝聚广泛共识的成都习惯和成都文明。

成都交警
致全市市民的一封信

全市市民朋友们：
你们好！

日前，市委、市政府出台了“成都治堵十条”，对
“科学治堵”进行了重大部署，让城市更和谐更宜居，
让市民有更多获得感，更强的幸福感。我们将开展多
项治理活动，“机动车礼让斑马线专项治理行动”便
是其中之一。

治理城市交通拥堵，交管部门责无旁贷，文明守
法参与交通，却事关每一位市民朋友，我们需要你们
的参与，需要从你们身上散发的文明出行正能量。

斑马线是行人的生命线、安全线，更是一条礼貌
线、文明线。斑马线前机动车与行人抢道，既是交通
陋习，也是违法行为。《道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

“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
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没有交
通信号灯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马路，应当避让。”

文明之行，始于足下。亲爱的全市交通参与人朋
友们，今天的您也许是驾驶人，明天的您也许是行路
人，而路上的行人也许就是您的亲人和朋友，换位思
考一下，您愿意他们在过斑马线时心惊肉跳，安全没
有保障吗？

礼让斑马线，让出的不仅是安全，更是一种关爱
和温暖。让我们相互理解和支持，把每一次道路上的
相遇都变成温馨的礼遇。更让每一位市民，每一位到
成都的游客，都感受到成都驾驶人的那份守法意识，
那份文明与礼让。

亲爱的驾驶人朋友，希望您在行车时做到：行经
斑马线时减速行驶，主动避让行人；遇到行人正在通
过斑马线时，停车让行；如果路上没有红绿灯，也没
有斑马线，遇有行人横过马路时，主动避让。

亲爱的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朋友，希望您在走
路、骑车时做到：在过街时，请从斑马线、人行过街天
桥或地下通道通过；在通过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交
叉路口或人行横道时，请自觉遵守红绿灯的放行规
定；在走路、过街时，请注意观察，谨慎通过，不要玩
手机，不要有其他妨碍安全通行的行为，确保自身的
出行安全。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让我们共同行动起来，从自
己做起，让出安全、让出秩序、让出效率、让出和谐，让
礼让成为一种凝聚广泛共识的成都习惯和成都文明，
为我市加快建成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
市，营造更加安全、有序、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2017年6月25日

据了解，交警部门还将加强与
公交客运企业、出租车企业、网约车企
业、校车、公务车等多车单位沟通联系，
落实相关单位、企业的主体管理责任。

“对上述车辆不按规定让行的行为，除
依法处罚曝光外，还将对其违法行为
予以抄告，督促单位按照内部管理规
定再次进行处理，实行叠加管理。”

成都交警将严格依照相关技术
标准和规范要求，做好交安设施的
排查和维护，对人行横道信号灯和
标志标线进行全面排查整改，在确
保交通信号设施有效、科学、规范的

基础上，进一步优化行人过街信号灯
配时，增设二次过街安全设施。特别
是在未设置信号灯的斑马线前，科学
增设“礼让行人”提示标志、斑马线夜
间闪光警示设施，督促驾驶人形成良
好驾驶习惯。

同时，本报将联合成都交警开
设“曝光栏”，对未依法礼让的违法
行为和事故典型进行曝光，形成全
社会关注、全社会参与、全社会监督
的良好氛围。

成都交警提醒：“车让人”不仅
是遵规守法的具体表现，也是文明

城市的重要标志。既需要公安交警
部门像治理酒驾一样的常态依法严
管，更离不开社会各界的齐抓共治和
全体市民的积极参与。希望通过深入
推进“车让人”的专项治理行动，着力
推动“车让人”成为一种凝聚广泛共
识的成都习惯和成都文明，让出秩
序、让出效率、让出安全、让出和谐，
为我市加快建成全面体现新发展理
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创造安全、有序、
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摄影记者 陶轲

“以创建‘文明畅通示范路段、路
口’和‘文明畅通示范街（路）’为抓
手，以人民路、蜀都大道两条交通主
干道为重点，在城区打造首批12个文
明礼让示范路口。”李文胜表示，营造
斑马线前主动停车让行的文明交通
风尚，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下一步，各
区（市）县也将参照城区模式，开展不

按规定让行行人的治理工作。按照治
理、巩固、扩大的步骤，在全市逐步扩
大治理重点和区域，直至全域覆盖。
■首批12个文明礼让示范路口：

武侯祠大街与蜀汉街交叉口、
二环路西一段与逸都路交叉口、西
体路与通锦桥路交叉口、一环路西
三段与花牌坊街交叉口、莲桂南路

与龙舟路交叉口、红星路二段与新
华大道三槐树路交叉口、二环路西
一段与大石西路交叉口、清江中路
与青羊大道交叉口、二环路东三段
与双林路交叉口、二环路东二段与
建设北路三段交叉口、天府大道北
段与府城大道东段交叉口、益州大
道北段与盛和二路交叉口。

机动车经人行横道不让行人
罚款50元记3分

成都交警开展“车让人”专项治理行动 打造首批12个文明礼让示范路口

严格
执法

关键词：设置首批12个文明礼让示范路口
示范
引领

关键词：依法处罚曝光 增设斑马线夜间闪光警示设施创新
治理

酒香书香更添花香
水井坊街区打造小游园 向社会征集“金点子”

圣灯公园设计效果图

方家河综合整治生态驳岸效果图

6月15日，抚琴北巷口外，交警对没有避让
行人的司机作出罚款50元、记3分的处罚

▲从昨日起，成都交警开展“车让人”专项治理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