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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5

自行规划了数十条长跑线路 跑步里程超过5000公里

在这个马拉松爱好者眼中
成都绿道“最巴适”

2018年6月22日
星期五

武侯区首次发布电子商务产业规划

出台产业政策
单项支持最高达500万元

在成都市的66个产业功能区中，
日前，成都市将武侯新城电子商务集
聚区的建设目标定位为“西部全球电
子商务企业运营总部区”，全力以赴
打造具有武侯新城特色的电子商务
集聚区，实现全年540亿元的电子商
务交易。6月21日，2018成都武侯电子
商务产业发展大会上，武侯区首次发
布了武侯新城电子商务产业政策和
产业规划。未来，武侯新城将构建以
武兴服务业聚集区为核心，西部智谷
和女鞋之都为支撑的“一心两翼”产
业空间格局。

目前，武侯新城已经集聚了包括
京东、联想等在内的2500余家企业，形
成以电子商务、总部经济、科技研发为
主导的关联产业集聚和产业经济生态
圈，形成了以西部智谷、中国女鞋之都
电子商务大厦等为主的电子商务专业
楼宇经济群。电子商务产业也被武侯
区列为着力培育的三大千亿产业集群
之一，2017年实现电子商务交易额437
亿元。

武侯区还专门出台了《成都市武
侯区关于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若干政
策》，针对电子商务平台企业、专业服
务企业、应用企业等不同主体均给予
政策扶持，单项支持金额最高达500万
元。支持电子商务应用，政策重点支持
传统企业应用电子商务；鼓励B2B、
B2C、O2O等各类电子商务应用模式
发展；鼓励文化创意、大健康、创新型
电子商务、移动电子商务、农村电子商
务和新零售等电子商务业态创新；支
持跨境电子商务发展，提升外贸综合
服务水平。单项奖励或补贴从20万元
到100万元不等。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中港·央湖名邸小区目前有很
大一部分业主正在对新宅进行装
修。然而交房仅半年，竟有22户业
主在装修过程中搭出了“违建”。

从今年1月中旬到4月中旬，陆
续有业主在成都市的网络理政平
台对该小区的违建情况进行投诉
举报。对此，成都市锦江区城市管
理和园林绿化局以及该小区所属
的东光街道办进行了多番调查和
约谈。

截至目前，已有3户业主主动
拆除违建，有5户表示愿意拆除违
建。东光街道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对于极不配合的业主，后期将采取
依法拆除。

违建
楼外公共通风井
22户业主改成“小阳台”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来到位于
锦江区琉璃路123号的中港·央湖
名邸小区，在一户装修完毕的房屋
内，其厨房外的阳台区域原本安装
护栏的位置如今装上了玻璃门窗，

从门窗处向公共通风井区域延伸
约1到2米，被搭建成为一个约两三
平米的小阳台，并安装了瓷砖、护
栏等。

东光街道办该负责人告诉记
者，违建的22户住户都是搭建了
类似的平台，以增加使用面积。但
这样利用房屋的主体结构装修平
台，改变了房屋的原有结构，增加
了房屋的荷载，不符合有关规划
要求，更占据了公共空间，加大了
安全隐患。

整改
严查违建装修材料
3户业主已主动拆除违建

接到投诉后，锦江区城管园林
局等有关职能部门会同属地街道
及城管执法中队前往该小区调查
核实。当日就向已查实的12户违法
搭建住户下达了《成都市城市管理
行政执法机关调查通知书》，其后
陆续向其余违法搭建住户下达了
调查通知书。

据锦江区城管园林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自3月29日起，区城管园

林局等相关职能部门及属地街道
还多次约谈了中港物业。此后，该
小区物业开始严查进门的平台搭
建所需的钢筋水泥等装修材料，防
止新增违建住户。

对于已经进行公共通风井违
法搭建的住户，锦江区城管园林局
等有关部门在6月1日下发了《通
告》，要求违法搭建的业主在15日
内自行拆除违法搭建的平台及构
筑物，恢复房屋承重结构。

截至昨日，该负责人表示，目前
已有3户住户已拆除违法搭建平台。

态度
另有5户业主愿意拆除违建
若不配合未来将依法拆除

6月14日，东光街道办再次对
业主们发出通告，该通告明确表
示，将于2018年6月25日起对中港·
央湖名邸违法搭建陆续进行拆除。
对于极度不配合拆除的业主，将按
照相关法律程序依法对其进行拆
除。

东光街道办该负责人表示，目
前，除了3户已拆除违建的业主外，

另有5户业主表示愿意拆除违建平
台。而对于迟迟不愿配合的业主，

“后期依法拆除”。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摄影记者 张直

近日，在金牛区餐饮店集中且乱
倒污水污油较严重的大街小巷，水篦
子旁新出现了一块亮晶晶的金属铭
牌，上面写着“雨水管网，禁倒污水污
油，敬请配合，违者处罚”的字样。原
来，在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中，金牛
区城管园林局发现乱排乱倒污水污
油进入水篦子的现象比较严重，于是
给水篦子挂个铭牌，时刻提醒周围的
商家，而这个小举动还得了全市“首
创”，预计将挂3000个牌。

“随时都在提醒，今后要多走几
步去倒水了！”商家王大姐说，挂个牌
子好，可以随时随地提醒大家，今后
污水污油再也不能倒进水篦子了。

“一边是宣传，一边是执法，双管
齐下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区城管综
合行政执法大队执法科副科长胡福
乾介绍，金牛区对全区2616家重点餐
饮店铺进行全面排查，根据经营类
型、规模和业态，分门别类建立台账，
动态更新，将基础设施薄弱、经营业
态较低的路段和餐饮单位，纳入重点
监管对象，安排执法大队进行随机督
查，严防乱倒乱排污水污油行为。今
年3月以来，金牛区共办理乱倒、乱排
污水污油执法案件21起，处罚金额共
计8500元。

江畅 成都商报记者 刘友莉

吸污车竟违规排放污染物
涉案人员被行政拘留

近期，天府新区万安街道环境监
管网格员在巡查时发现网格内灌溉渠
水体不时有混浊物出现，水质产生间
断性发黑现象，环境监管网格员立即
向属地街道和环保部门报告了这一情
况。20 分钟后，天府新区环境监察执
法人员会同监测部门赶到现场，对农
灌渠上游开展排查。排查中，发现一辆
吸污车形迹可疑，执法人员立即挡获
该车并开展调查。经过对吸污车司机
及工作人员问询，执法人员得知，该吸
污车为成都市成华区富顺管道服务部
所有，为企业提供化粪池吸污清运工
作。因该清运单位注册在外地，为避免
当事人离开后难以取证，执法人员兵
分两路，现场对车辆上的工作人员进
行单独笔录调查，同时对污水来源企
业开展调查。

吸污车司机坦言，当天该吸污车
在完成化粪池清理后，路经天府新区
万安街道一村道，为节约运输成本，
在一处农灌渠旁，借助树林遮挡，擅
自将清理出的污水排放至农灌渠中。
而污水来源是四川某食品有限公司
的生活废水。监测报告显示，违法排
放的污水悬浮物和化学需氧量浓度
均超标。

调查取证结果显示，成都市成华
区富顺管道服务部通过逃避监管的
方式违法排放水污染物一案证据确
凿。“我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
染防治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
对该清运公司予以 4 万元的处罚。”
执法人员说。

记者了解到，目前公安机关已完
成相关调查，依法对涉案责任人李某
处以行政拘留10日，对配合李某的工
作人员廖某处以行政拘留5日。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变化/
通达的公共交通
让马拉松跑得更远

几乎每天晚上，朱峰都喜欢
打开电脑查看成都地图，寻找下
一个马拉松路线。“我的要求很
简单，路况好、汽车少，路上再串
联几个风景点，就是一段巴适的
旅程。”

成都显然满足了朱峰的所
有要求。据他回忆，从2013年至
今，他已经在成都自行规划了
数十条长跑线路，足迹遍布成
都几乎所有区域，里程数超过
5000 公里。远至都江堰，近到沙
河，5 年来，朱峰用脚丈量了整
座城市。

“特别是地铁和城际快铁的
开通，扩大了跑友们的运动半
径。”从前，朱峰大多数时候只在
家附近跑步，或是周末特地开车
到崇州重庆路跑步。如今，朱峰
更喜欢乘坐第一班城际快铁赶
到都江堰，在清晨阳光下慢跑。
而在绿道的加快建设下，道路的
路况正在变得越来越好，丰富的
植被还为热爱跑步的市民们带
来绝佳享受。

跑步已经成为一种越来越
时尚的健康生活方式。自2015年
起，朱峰连续参加了4届都江堰
双遗马拉松赛，并先后前往北
京、西昌、广州、广安等地参赛。

“跑来跑去还是觉得成都最
巴适。”在朱峰眼中，成都本身就
有着浓厚的文化底蕴，常常跑乡
村绿道的朱峰还在路上熟悉着
沿途的风景和故事。每结束一段
长跑，朱峰总会用图片记录下公
里数、路线图和沿途风景。在电
脑上，朱峰将这些资料汇集成了
一个个文件夹，并时常拿出来翻
看，回忆路上的风景。

故事/
从天府广场到兴隆湖
一边跑步一边看城市巨变

去年9月，成都天府国际马
拉松赛正式启程。早在比赛前半
年，朱峰就已经自行设计并完成
了这一条线路。

“从天府广场出发，途经人
民南路，然后跑上天府大道一路
南行，最终到达兴隆湖。”朱峰回
忆，自己当日早上5点出门，一直
跑到了中午，但整段路程都令人
充满惊喜和骄傲。朱峰激动地
说，从老成都到新区，沿途明显
感受到了城市发展的脉搏。

此外，整条线路还途经多个
天府绿道的点位，例如桂溪生态
公园、天府公园、兴隆湖等，这些
已经正式对外开放的绿道，都被
成都跑友们称作“跑步圣地”。

让朱峰印象深刻的另一条
城市线路，则是去年3月份由他
亲自设计的42.2公里马拉松线。
朱峰翻出了当时的路线图，其中
既巧妙穿过了沙河、锦江和成都
市多所高校，同时还途经了武侯
祠、杜甫草堂和望江楼。“路上树
茂林荫，沿途都是成都深厚的文
化底蕴。”

今年年初，朱峰还设计了一
条从红光镇出发到战旗村的线
路。“一个是毛主席1958年视察
的地方，一个是今年习总书记视
察的地方。”通过跑步的方式，朱
峰用双脚丈量了这段横跨60年、
总长度近30公里的路程。

期待/
正在修建的绿道
未来都要挨个去跑一跑

作为热爱公路跑的资深跑

友，当被问及成都最推荐的跑步
线路时，朱峰反而一时难以抉
择。“好的路段太多了，成都有太
多值得去发现和探索的地方。”

“成都向北，郫都区的天府
绿道就很适合长距离跑步。”朱
峰介绍称，这里有总长约 8 公
里的红光支渠绿道，沿红光支
渠途经电子科技大学、西华大
学等高校，而人流和车流量均
不密集；友爱支渠绿道的总长
约 14 公里，沿友爱支渠、彭温
路，路上可以享尽天然的田园
风光。

成都向南，鹿溪河生态区则
是朱峰最热爱的地方。这里的防
洪河道长约18公里，沿途人少安
静，“特别适合一个人在这里思
考人生。”

成都向东，朱峰则推荐“无
所不能”的龙泉山。“这里既适合
长途跑，还适合越野项目，在这
里能同时找到成都大部分跑步
和骑行的爱好者。”

作为一座“来了就要运动起
来的城市”，马拉松爱好者朱峰
很期待，“成都正在修建的绿道，
未来我都要挨个去跑一跑。”

结合天府绿道规划建设，成
都还计划从今年开始创办成都
天府绿道国际马拉松赛。这项赛
事，也将成为像朱峰这样的跑友
不容错过的比赛。

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图据受访者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思想 新时代 新天府

听说天府绿道、川西
林盘很有意思，怎么玩？不
要着急，成都商报为你找来
专业玩家，他们都是来自跑
马、骑行、旅行、穿越等领域
的高端选手，我们将通过他
们的视角，发掘绿道、林盘
的可玩、好玩之处。

头号玩家头号玩家
带你耍绿道带你耍绿道

开栏语

今日推荐人：
马拉松爱好者朱峰

“简单的跑步为何对你来说
有这么大魅力呢？”

“因为征服的感觉太美妙
了，而且能让我以另一种方式去
领略这座城市的魅力。”朱峰回
答说。

年近40岁的朱峰，爱好是
具有极高挑战性的马拉松长跑。
白天是穿梭于写字楼的普通IT
工作者，晚上的朱峰总爱打开成
都地图，寻找下一个跑步线路。
从2013年到现在，朱峰自行规
划了数十条长跑线路，足迹遍布
成都几乎所有区域，里程数超过
5000公里。

随着城市建设加快，这个土
生土长的成都人最爱乘坐通达
的公共交通，跑到更远的乡村领
略这座城市的新魅力。朱峰说，
跑马拉松不用去外地，成都的绿
道跑起来就“巴适得板”。

公共通风井改成“小阳台”
这个小区的违建有点凶
有关部门限25日起拆除 若仍不配合将依法拆除

证照一起办
天府新区启动“证照通”改革

6月19日下午，对于刚过完端午
节的市民宋先生来说，具有纪念意
义，因为他在成都天府新区政务服务
中心“证照通”窗口同时拿到了成都
绿太科技有限公司的工商营业执照
和出版物（零售）经营许可证，而从提
交申请资料到拿到证照，他仅花了三
天时间，省去了大量跑路时间。同时，
这也是成都天府新区“证照通”改革
以来，“证照通”窗口办成的首张营业
执照和经营许可证。

今年 6 月，成都天府新区政务服
务中心正式启动“证照通”行政审批
服务模式，打破部门之间信息壁垒，
围绕方便群众和企业眼里的“一件事
情”办事，将涉及医疗、教育和文化的
13个行政审批事项纳入联审联办、证
照联办，实现跨部门事项“无缝对接、
集成办理、仅跑一次”，办“一件事情”
全流程“仅跑一次”。

成都商报记者 张敬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川篇”
深入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奋力书写新时代新天府高质量答卷

新闻新闻链接链接//
提醒餐饮店不乱倒油污
金牛区将给3000个水篦
子挂铭牌

环境违法 曝光台

朱峰在崇州重庆路慢跑

业主私自搭建的平台

桤木河湿地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