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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在幼年的国宝死亡，让人唏嘘，
网上也是热议一片。有长期关注熊猫
的网友提出，通报称大熊猫半岁左右，
不太符合常理。“如果是半岁左右，出生
就是在今年1月左右，而大熊猫是不会
在冬天产仔的。”对此问题，成都商报记
者采访了省林业厅相关部门，一位部
门负责人回应称，通报用词是约半岁，
是根据死亡大熊猫的体格来判断，只
是说大概的年龄，死亡的大熊猫也可
能已经八九个月了。“另外，大熊猫冬天
产仔虽罕见，但不是没有发生过，圈养
大熊猫就有冬季产仔的记录。”

国家林草局保护司的负责人告
诉记者，他们已经留意到黑水河保护
区发现溺亡大熊猫的事件。“事情比
较罕见，四川省、成都市林业部门做
了不少工作，对大熊猫的监测、发现
比较及时。目前已经安排下属中国大
熊猫保护管理办公室与成都市林业
部门联系，弄清事件经过，共同调查
清楚这只大熊猫的死亡原因。”除此
之外，该负责人还谈到了对这只死亡
大熊猫“后事”的另外两点安排：尸体
会解剖后供科学研究用；皮毛也会制
成标本，供科学宣传教育。

在产业发展空间格局构成上，金牛
区将结合全区医疗美容产业现状和未
来发展趋势，坚持集中集群集约发展，
加快构建“一街一芯多点”的医疗美容
产业空间布局体系。

一街，即金牛医美产业特色一条
街。街区以羊西线蜀汉路为主轴，全长5
公里，贯穿成都一、二、三环路，重点布
局医疗美容服务、技术研发、医美展销、

教育培训等产业领域。按照规划，未来，
这里将云集国内外顶级医疗美容机构，
建立起创新研发、孵化、服务、生产等全
产业链，成为具有国际国内知名度和影
响力的医疗美容产业集聚区。

一芯，即中国医疗美容产业孵化中
心。“在这里，我们规划重点布局‘中国整
形美容协会第一临床医’。”金牛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该中心位于蜀汉路，建筑规

模约3万平方米，将重点聚集“全球医美
产业创新要素”，建设高质量的医疗美容
创新体系、吸纳优秀的专业人才，搭建产
业孵化平台，“最终打造建设成为全国领
先、全球知名的‘成都医美之芯’。”

多点，即以推动全区现有医美资源
转型升级为重点，进一步提升医疗美容
服务水平，打造各具特色的医疗美容产
业支撑点。 成都商报记者 刘友莉

羊西线“医美产业特色一条街”
满足你的美丽需求

金牛发布医美产业发展规划，到2030年医美产业营业收入将达5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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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贯穿羊西线一环到三环，打造“医
美产业特色一条街”；布局“中国整形美
容协会第一临床医院”……7月4日，由
金牛区人民政府主办，金牛区国宾推进
办、金牛区卫计局、金牛区投促局承办
的金牛区医美产业招商推介会召开，发
布了金牛医美产业及国宾智慧健康城
发展规划。

按照规划，到2030年，金牛医疗美
容产业营业收入力争达到500亿元，成
为全国领先、全球知名的“成都医美之
芯”。这一目标数字，几乎占到成都“医
美之都”发展目标的半壁江山。

发展“美丽经济”，成都明确了打造
“医美之都”的目标，并且，从出台《成都
医 疗 美 容 产 业 发 展 规 划（2018-2030
年）》，到召开第一届成都国际医美产业
大会，每一步都走在全国前列。

“医疗美容产业作为‘美丽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具有高附加值、经济拉动力强
等特点。”金牛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成都打
造“医美之都”的机遇，以及成都金牛区医
疗美容产业良好的基础和优势“强强联
合”，给金牛打造成都“医美之芯”的信心。

统计显示，金牛区医疗美容机构基
本形成了以医疗美容医院为主体，医疗
美容门诊部、医疗美容诊所和综合医院
美容科室等为支撑的发展格局。截至目
前，金牛区有医疗美容机构26家，另有5
家综合性医疗机构设有医疗美容特色
科室，医疗美容服务量约5万人次，其中
医疗美容医院服务人次约占75%。

科技创新资源是金牛发力医美产
业的优势。金牛区在医疗美容领域集聚
了成都中医药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成

都医学院等众多高等院校，以及一批国
内外顶尖的医疗美容领军人才，具有医
疗美容科技服务研发创新的人才基础，
在口腔美容、中医美容等领域处于全市
前列，具有较强竞争优势。

“另外，金牛区医美产业聚集发展
态势初步形成，并且，医美关联产业支
撑扎实。”金牛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沙河
源片区传统的医药健康贸易和量力医
药健康城的产业基础也是金牛发力医
美产业的底气所在。

金牛区相关负责人在招商推介会
上发布称，下一步，金牛区将着力提升
医疗美容产业的质量和规模，加快聚集
国内外知名医疗美容企业、机构和人
才，不断增强产业竞争力、影响力和辐
射带动力，到2030年，金牛医疗美容产
业营业收入力争达到500亿元，成为全
国领先、全球知名的“成都医美之芯”。

目前，金牛已经明确了三大产业重
点发展方向：医疗美容服务业、医疗美
容流通业、医疗美容关联产业。

突出发展医疗美容服务业，顺应医
疗美容服务微创、安全、精细化等发展
趋势，重点发展外科美容、皮肤美容和
牙齿美容，积极培育中医美容，加快引
进培育一批知名医疗美容机构（企业），
提升行业服务水平和影响力，完善全市
医疗美容服务体系。

加快发展医疗美容流通业，围绕
医疗美容服务业发展需求，积极向医
疗美容产业链上游拓展，重点发展医
美产业相关的医美药品、耗材、器械和

相应美容消费产品的销售流通。积极
引进医美龙头销售企业入驻金牛区，
支持企业开展线上线下销售，促进企
业做大做强。

延伸发展医疗美容关联产业，以
医疗美容服务业和相关流通销售企
业为依托，延伸发展信息服务、文创、
旅游、生活美容、贸易、会展、金融等
关联产业，推动医疗美容产业与关联
产业良性互动、互利共生，形成“大医
美”发展格局。

背景：成都“医美之都”机遇联合产业基础

目标：到2030年，医美产业营业收入500亿元

布局：羊西线将成“医美产业特色一条街”

7月4日上午，成都市林业和园林局通报，黑水河自然保护区发现一只
幼年大熊猫死亡，疑为山洪暴发时，大熊猫幼仔不慎落水溺亡。

一只因暴雨而死去的“国宝”，让喜爱大熊猫的人唏嘘不已。大多数人
认同“这是自然界的生老病死”，但也有人在网上提出意见：能不能把大熊
猫都圈养起来？

4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国家林业和草原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
自然保护区管理司负责人。对上述问题，该负责人表示，把所有大熊猫都纳
入圈养“保护起来”是不科学的。“就目前野生和圈养大熊猫的种群数量来
说，都不至于如此，而且这应该不是我们保护野生动物的目的，我们的目的
是希望人和野生动物在同一片蓝天下和谐共处。”对于这只死亡的大熊猫，
保护司也做了三点“后事”安排：调查清楚死亡原因；尸体解剖供科学研究；
皮毛做成标本供宣传教育。

野生大熊猫幼仔落水溺亡
能否把国宝全养起来？

国家林草局保护司回应：保护大熊猫“不仅是保护大宠物”

为提高全市水资源可利用量，缓
解水资源紧张现状，中水回用成了关
键的一环。目前，成都中水回用的情况
如何？昨日，记者带着疑问走进成都市
第八净水厂。

净水厂将为河道补水

昨日，在成都市第八净水厂的出
水口，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取出的水样
无色透明、也没有异味。“再生水利用
项目完成后，这些水经过二次消毒后，
将为河道补水。”成都市兴蓉环境股份
有限公司中水分公司经理雍晓蕾告诉
记者。

据悉，中水又称再生水，是指废水
或雨水经适当处理后，达到一定的水
质指标，满足使用要求，可广泛用于河
道、景观补水、地下水补水、绿化浇洒、
路面冲洗、农林灌溉、厕所冲洗、车辆
清洗等领域。

雍晓蕾介绍说，第八净水厂再生
水利用项目一期预计今年底完成，届
时每日可向苏坡斗渠补水10万吨、向
苏坡六斗渠补水 2 万吨、向黄堰河补
水8万吨。二期将沿光华8线分别向熊
猫绿道、锦城绿道供水，每日可供2万
吨水，预计明年3月份可实现。

除了第八净水厂再生水利用工
程，预计今年12月完工的第九净水厂
再生水补给中和湿地项目，每日可向
锦城绿道中和湿地供水3万吨。另外，
第五、六、七净水厂再生水利用项目计
划于明年12月完工。

完成后，第五净水厂再生水利用
项目每日可向太平寺护厂河补水 16
万吨、向熊猫绿道补水2万吨、向锦城
绿道补水2 万吨。第六净水厂再生水
利用项目，每日可向马家堰补水 5 万
吨、向熊猫绿道补水2 万吨 、向锦城
绿道补水3万吨。

同时，第七净水厂再生水利用项
目每日可向金马干渠补水5 万吨、向
金马一斗渠补水 4 万吨、向金马二斗
渠补水4万吨、向金马三斗渠补水5万
吨、向锦城绿道绿化补水2万吨。

“2环6射6区”体系

“未来单一的‘治污’将转变为‘治
污、造景、促城’的新理念。”雍晓蕾告
诉记者，以后的净水厂大部分都将埋
在地下，从外面看就像公园一样。同时
以前出水口的暗渠将改为明渠，由“灰
色”输送变为“绿色”输送。

同时中心城区中水利用项目将形
成“2环、6射、6区”的体系。其中“2环”
是指熊猫绿道与锦城绿道，“6 射”是
指连接净水厂和三环路的6条射线输
水管，“6区”是指中水回用服务的6个
分区。目前，全市主城区污水处理规模
为204万吨/日，再生水利用规模为35
万吨/日，利用率为17.16%，主要用于
河道生态补水，部分用于市政杂用。

其中第九净水厂每日输送约 25
万吨再生水至清水河龙爪堰上游，补
充清水河景观环境用水。肖家河西岸
三环路两侧绿地改建的人工生态湿地
公园，每日将第九净水厂约5 万吨再
生水，通过湿地深度处理后，补充肖家
河环境用水。同时中和污水处理厂（一
期）每日输送约5 万吨再生水至新川
湿地，补充湿地环境用水。

下一步，全市将加快污水处理厂
提标升级。对日处理1000吨以上的污
水处理设施，2019 年完成技术改造，
为再生水利用推广提供水源保障。同
时结合成都天府绿道、熊猫绿道等项
目建设，以补充中小河道环境用水为
主，同时兼顾绿化和市政杂用。预计到
2020年，中心城区再生水利用率将达
到40%以上。
成都商报记者 林聪 摄影记者 陶轲

让锦江清起来、美起来、亮起来
加快推进锦江水生态治理和旅游街区建设

2020年成都中心城区
再生水利用率
将达40%以上

对于有不少网友心疼熊猫死亡
之余，提出今后可否把大熊猫都“养
起来”，该负责人称，就目前大熊猫
野生和圈养的种群数量，以及保护野
生动物的初衷来说，这样做“不科
学”。他介绍，目前全国的圈养大熊猫
数量达到500多只，对大熊猫的物种
延续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可以说
哪怕经历较大灾难，大熊猫不会因此
灭绝”。全国大熊猫第四次野外调查
的数据显示，野生大熊猫有1864只，
还不至于需要全部进行迁地保护，

“人工养起来”。“而且，大熊猫国家公
园正在紧锣密鼓建设中，面积达到
2.7万平方公里，国家公园会为野生
大熊猫提供更好的栖息环境。”

该负责人还表示，“全部养起
来”也不符合人类保护野生动物、
保护大熊猫的初衷和目的。“我们
希望的，是在良好的自然生态中，
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存。让人和大
熊猫在同一片蓝天下一起自然地
生活。为此，我们多年来坚持做大
熊猫放归工作，复壮野生大熊猫种
群。近年来我们还在做圈养大熊猫
野外引种工作，丰富大熊猫的基
因，目前进展顺利。”

此前，该负责人还就新时期大
熊猫保护工作发表专门文章，文章
态度鲜明：“大熊猫保护要遵循‘就
地保护为主，易地保护为辅，两者相
结合，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
原则。”“大熊猫保护并不是仅仅保
护圈养条件下几只毛茸茸的大宠物
……要充分发挥大熊猫旗舰物种的
特殊作用，为我国乃至全球的生物
多样性保护提供良好借鉴。”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国家林草局：“全部养起来”
不符合保护野生动物的初衷

7 月 4 日上午，成都市林业和园
林局通报了一则让人悲伤的消息：野
保人员在黑水河自然保护区发现一
只死亡的幼年大熊猫，死亡原因判断
疑为在山洪中溺亡。通报称：7月3日
13：30左右，黑水河保护区管护人员
张学良在大邑县西岭镇云华村小河
子沟区域进行巡护时，在小河子沟的
河中央河滩上，发现一只已经死亡的
大熊猫幼体。张学良当即报告了黑水
河自然保护区管理处。保护区管理处
向上级主管部门报告，并将这只疑似
遭暴雨后在洪水中溺亡的大熊猫幼

仔尸骸送到成都市野生动物救护中
心（成都动物园）。成都市野生动物救
护中心会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专家连夜检查处理。

据鉴定报告，死亡大熊猫情况如
下 ：幼 仔 ，半 岁 左 右 ，雌 性 ，体 重
14.25kg。头部有2处皮下出血，下颌出
血，肺部有大量气泡，胃内有奶，肠道内
有已消化的竹叶，脾脏有少量出血点，
其他脏器无肉眼病理变化，诊断为溺水
死亡。判断可能因7月2日的暴雨导致
山洪暴发，该大熊猫幼仔不慎落水溺
亡，后随洪水冲至河岸浅滩处被发现。

一只大熊猫幼仔疑在山洪中溺亡

死亡大熊猫解剖后将用作科学研究

已经死亡的大熊猫幼仔

金牛医美产业空间规划图

金牛区某康养生活体内的医美科技中心

成都市第八净水厂的出水标准已经达
到地表四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