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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定兑现承诺，当好东道主、办好月季展，为整个展会提
供优质服务。”绵竹市委书记陈万见介绍，建设月季园，是绵竹市转
型发展的重大项目；办好月季展，是推动转型的重要平台。从接旗
到建园到办展，短短700多天，绵竹和北京银谷集团通力合作，守
望相助，占地近千亩的月季园全面建成；40个城市（单位）的布展
工作圆满收官。

绵竹将以这次月季展为契机，加快推进“国家玫瑰公园”和“大
熊猫国家公园”建设，推动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结出绵竹乡村振
兴发展的果实。

月季，象征着友谊、爱情、和平、吉祥以及生生不息的活力。德
阳是一座以月季为市花的城市，全市月季种植面积达3万余亩，
1100万株、3800个品种，并以此带动了绵竹国家玫瑰公园、旌阳溪
月谷、西蜀泉乡等一大批文化旅游项目，在推动乡村振兴、发展花
卉产业、美化城乡环境、丰富群众生活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本届展览依托国内规格最高、影响最大的月季文化交流及
展示平台，以‘浪漫玫瑰·香约德阳’为主题，旨在以花为媒、以文
为魂、以展会友。”德阳市委书记赵世勇表示，将以此盛会为载
体，让大家与美丽的月季相伴，与丰富的文化沟通，共赴浪漫之
约、共度快乐之旅；以此次盛会为平台，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化合
作，与大家增进友谊、共同发展；以此次盛会为契机，与大家充分
交流、深入探讨，把月季文化融入城市发展、乡村振兴。

中国玫瑰谷国家
玫瑰公园月季产业园

正式面向观众
售票开放时间

2018 年 9 月 29
日-10月28日

高德地图
导航地址

百度地图
导航地址

中国玫瑰谷国家
玫瑰公园月季产业园

腾讯地图
导航地址

国家玫瑰公园月
季产业园

购票咨询
电话

028-67877280

网上购票
链接

https：//j.youzan.
com/yyOa3Y

3000余种月季
盛放绵竹

人在花中人在花中

第八届中国月季展绵竹开幕

45万盆月季盛放九顶山
只道花无十日红只道花无十日红，，此花无日不春风此花无日不春风

9月28日，以“浪漫玫瑰·香约德
阳”为主题的第八届中国月季展在绵
竹国家玫瑰公园月季产业园隆重开
幕。来自全国40个城市（单位），3000
余个品种，45万盆月季相聚在绵竹九
顶山下，盛开的花朵静待赏花人。

据悉，第八届中国月季展将于9
月29日正式面向观众开放，展会将持
续到10月28日结束。作为主办方，德
阳绵竹市将通过推进现代文旅产业融
合发展，打造永不落幕的盛会。

黄的、粉的、红的……28日上午，在阳光的
映照下，九顶山脚的各色月季娇艳盛放。赏花
人来到花丛中合影，人面与花朵交相辉映。真
正展现出人在花中、花在画中的意境。

被誉为“花中皇后”的月季，除了没有纯黑
色，其他颜色都可在色环中找到它们的位置，
月季香味种类之多也令众多花卉望尘莫及。

来自组委会消息，本届月季展主展区900
亩，展出月季共有45万盆，而品种也高达3000
余种。

规划建设室内展区和室外展园，室内展区
规划有盆栽月季精品展区、月季新品种展区、
月季插花艺术展区、月季书画摄影、中国年画
等特色展区等；而室外展园由来自北京、南京、
成都、西安、德阳等40个参展城市（单位）结合
自身特色规划建设。

北京展园主题为万寿长春园，体现皇家园
林+北京月季文化特色，以松、竹、月季等形成
的植物造景为主，建筑作为点睛和点缀，以线
串点，以小见大，展示各类月季品种，突出其
姿、香、色、韵四大观赏特性；成都展园是以成
都市具有标志性代表意义的望江楼公园为蓝
本而打造的一个特色展园；绵竹展园结合了绵
竹民居建筑风格及绵竹年画元素，利用绵竹民
居特色的展墙把月季花的品种分成大小不同
的地块，形成主次分明且与自然相辅相成的不
同区域……

除此之外，展区内还建设了玫瑰城堡、玫
瑰湖、玫瑰岛、花城花廊、花语禅境、英式花园
等特色建筑和特色景观，为第八届中国月季展
锦上添花、增光添彩。

绵竹市相关负责人表示，本届展会不仅从
占地规模及建筑规模上超过前七届展会，而且
选址在沿山旅游观光带，既体现“美丽回归自
然”的办会理念，又充分考虑游客观展体验，同
时与中国玫瑰谷产业平台相衔接。

展会结束后，园区将作为中国玫瑰谷核心
旅游景点之一保留。

2016年5月20日，德阳在北京
大兴区第七届中国月季展上接过
中国月季展会旗后，9月中旬开始，
在中花协月季分会和省花协的大
力支持下，德绵两级先后派出5批
9 个邀展组分别赴全国 48 个城市
开展邀展工作。

中花协月季分会会长张佐双
表示，第八届中国月季展在绵竹国
家玫瑰公园月季产业园惊艳亮相，
必将成为我国月季产业发展的重
要标志，本届月季展是参展城市最
多的一届，必将对弘扬月季文化，
促进月季在城市绿化美化中的运
用发挥积极作用。

“到今天为止，月季仍然是世界
上最受欢迎的花卉种类。”世界月季
联合会前主席凯文·崔普介绍，论起
月季的重要性来，中国一直占据着
中心位置，众多的野生月季蔷薇来
自中国。“正是由于中国月季引入欧
洲，才产生了丰富的现代月季。”

国庆大假期间，市民可以邀约
三朋四友，走进绵竹的乡村，在这
里，可以赏月季品水果，可以触摸
青山绿水、还可以耳闻鸡鸣狗吠、
也可以遥望袅袅炊烟……

10月1日至10月4日，第八届
中国月季展现场将举行街头艺术
嘉年华，其中包含威尼斯面具、百
变小丑、木偶艺术、悬浮艺术、街头
活体雕塑、街头杂技、人体涂鸦、华
服高跷、泡沫大作战、街头弹唱和
近景魔术等精彩活动。

9月28日至10月28日，非遗民
俗文创集市将在现场呈现，包含糖
画，铝编，画像，美猴王行为艺术，
龙凤字画水晶刻字，古陶埙，葫芦
烙画，草编，手工草帽，蜀绣等。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促进绵竹
文旅产业发展

以花为媒以花为媒

这个国庆
携亲朋游绵竹

赏花品果赏花品果
观展指南

司机通过货拉拉抢了一单活，没想到——

“灯具”变香烟 交货点等他的是警察
该司机涉嫌“非法经营”被监视居住

货车司机陶先生通过货拉拉抢了一单活，运单上显示货物是“灯具”。他没有开箱查验，不过
送到目的地后，陶先生没有等到收货人，却等来了警察。警方打开箱子发现，里面全是香烟。

陶先生被拘留，之后因涉嫌非法经营被监视居住。陶先生觉得自己很冤。
广东秦粤物流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的工作人员称，当时是收货方要求他找车拉货去泸州，

不过收货方的两人均处于失联状态，而发货人的电话也处于关机状态。发货现场——秦粤物流
中山市古镇镇物流点的监控中，工作人员收件时未打开查验，负责人也称“一般不开箱看”。

“灯具”变烟
货拉拉司机抢单运货被拘

陶先生开货车近 10 年了。9 月
10 日上午 10 点过，像最近一年一
样，他通过货拉拉 APP 抢了一单
活。他向记者展示该订单：起点是龙
泉驿区的秦粤物流点，目的地是泸
州市龙马潭区大山坡。陶先生说，当
他赶到秦粤物流成都分公司的物流
点时，得知这单货是从广东中山市
古镇镇通过秦粤物流发到成都的，
在货拉拉上下单的是秦粤物流成都
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在秦粤物流的
运单上，他看到货物名称一栏写着

“灯具”。陶先生表示，因为原来送过
秦粤物流的货，“主要是灯具，没往
别的方面想。”另一方面，他告诉记
者，看到包装完好，“想到灯具易碎，
打开后弄坏了可能还要赔偿。”因
而，他并没有开箱看货。

中午时分陶先生就出发了，下
午 2 点过，陶先生在约定的位置下
了高速，很快就到了约定地点，并电
话通知了对方。“挂电话大概不到一
分钟，就有车停到我前面，下来了几
个人。”陶先生说，自己以为是收货
方，但对方向他出示了警官证。

陶先生称，当时配合检查他打
开了箱子，“打开后我傻了，里面不
是灯具，都是一条条的香烟，好像有
1000条。”陶先生表示，自己接着被
带往泸州市江阳公安分局，之后被
警方拘留，直到 21 日释放，不过仍
被监视居住。

均未验货
收货方让找车送去泸州
监控显示收件时未查验

22日，陶先生去往秦粤物流成
都分公司。争执之下，对方支付了陶
先生1200元的运费。

28日下午，当初在货拉拉上下
单的工作人员吴先生称，那天他查

看了货拉拉APP上的记录，发现订单
已经不是“进行中”，而是“已取消”，

“不是我们取消的订单。”他说道。
吴先生回忆，这20箱货到成都

后他联系了收货方，“是对方让我上
货拉拉找车，把货发到泸州。”在交
给陶先生时，双方并没有开箱验货，

“物流一般都不会打开看。”不过，吴
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发货方将这 20
箱货送到古镇镇公司时的监控。

记者注意到，监控时间显示是
9月7日下午3时许，货由一辆货车
运到物流点，工作人员从货车内搬
出长方形的箱子——陶先生一眼认
出，这就是他运送的货，不过直到这
段4分多钟的监控结束，记者也没看
到箱子被打开检查，只是有人清点
了数量。收货时和发货前有没有开箱
验视？秦粤物流在中山市古镇镇的王
经理表示弄不清楚，不过他表示，物

流公司一般是不会开箱检查的。

疑点重重
收货人、发货人均失联

记者试着联系了运单上的收货
方以及在泸州与陶先生约定交货的
男子，两人均属于失联状态。随后记
者联系了运单上的发货方——一个
名为“闪星”的男子。

“货也是别人委托我们运的。”
电话接通后，该男子说道。他称，委
托人是此前经人介绍认识，当时对
方委托他将货从中山市小榄镇送到
古镇镇的秦粤物流公司。有没有查
验货物？男子声称，20 个箱子他们
现场都打开看过，“都是灯具，查看
之后装箱送走的。”他甚至提出自己
的怀疑：货物在运输环节被掉了包。

男子也给记者发来一个据称是

委托人的电话，记者拨打这个归属
地为广州的号码，语音提示：“您拨
打的号码已过期。”接着记者试图再
联系“闪星”时，其电话也处于关机
状态。

随后，记者联系了泸州警方，警
方表示，目前案件正在侦办，尚无可
透露的案情。

货拉拉平台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目前平台上能够看到陶先生的
这一个订单是取消状态，“系统显示
订单是发货方（即下单的用户）于20
日取消的。”这与秦粤物流成都分公
司工作人员吴先生的说法不一致。

“平台要求，不能运输违禁物
品，平时也通过APP端和微信向司
机宣传过。”她表示，如果司机想要
向发货方索赔，平台方可以配合；另
一方面，如果司机确实运输了违禁
物品，“平台还要向司机进行罚款。”

四川明之鉴律师事务所主任
吴洪波律师认为，从刑事责任的角
度来讲，是否构成非法经营罪，要
看货车司机或者物流收货点是否
是明知。而判断明知可以从以下几
个方面来考量：第一，被明确告知
运输货物为香烟；第二，在实务中，
往往还会根据是否有明显高于运
输普通货物的收费标准、是否存在
只能在晚上运输等特殊要求，来推
定其是否明知。

吴洪波表示，无论是作为货运
的承运方或者托运方，管理规则都
要求其应当实名制，并对货物进行
检查核实。否则，会受到相应的行
政处罚，如罚款警告。第三，从民事
法律关系上来讲，还需分析双方建
立的运输合同是否合法有效，如果
运输违法，运输合同无效，不得依
双方约定履行。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廖华律师也认为，要构成非法经
营罪，必须要满足主体主观、客体
客观四个要件，当事人在主观上必
须明确知晓运输货物为香烟，且也
要明知香烟是国家专卖品，对跨地
买卖运输有严格的限制。公安机关
必须要有证据证明承运人明知是
香烟却依然运输，如若当事人确不
知情，不构成非法经营罪。

此外，司机是否应当被拘留？吴
洪波表示，从刑事侦查的角度上来
讲，客观上当场发现了犯罪事实，车
辆上存在大量未经许可即运输的香
烟，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是符合法律
规定的。但货车司机是否真不知情，
是否存在主观故意，是否构成犯罪，
还需要侦查机关进一步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陈柳行
摄影报道

成都建监管平台
专管工地扬尘和建渣运输

28日下午，市扬尘治理办召开新
闻通气会，介绍了今年1-9月份的扬
尘治理情况：全市共检查工地21.2万
余个次，检查运渣车20.6万台次，违规
工地罚款额 224 万余元，违规运渣车
罚款额 1191 万余元。此外，市扬尘治
理办还启用了工地扬尘监控及建筑垃
圾运输处置信息和监管平台，丰富了
管理手段。

据市扬尘治理办介绍，今年 1-9
月，全市共检查工地21.2万余个次，检
查运渣车20.6万台次，查处违规工地
1058 个次，违规工地罚款额 224 万余
元，查处违规运渣车3.6万余台次，违
规运渣车罚款额1191万余元。

据介绍，“成都市工地扬尘监控及
建筑垃圾运输处置信息和监管平台”
目前各项数据基本完成录入工作，已
上线投入运行。目前已接入工地共
2700多个，可实时查看工地的基础信
息、工地扬尘监测信息及排放证信息
等。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昨日，17号线一期工程地下最长
车站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根据计划，这
条连接温江、双流、武侯三个区的地铁
线路将于2020年具备开通运营条件。

成都轨道交通17号线一期工程线
路长约26.145公里，共设车站9座，其中
换乘站8座，主要沿灌温路、凤溪大道、
凤翔大道、香榭大道、永康路，自西向东
敷设，是市域快速轨道交通层次中重要
的西部快线，通过主支线的方式串联了
武侯、温江和双流东升组团，进一步加
强了各区之间的快速联系。记者了解
到，17号线先期可与4号线在凤溪河站
换乘，与9号线在机投站换乘，其余换乘
站可与远期规划线路换乘。

昨日，17号线一期工程迎来新进
展，地下最长车站——温泉大道站主
体结构封顶。成都轨道建设管理有限
公司土建项目三中心业主代表刘羽告
诉记者，建设过程中，他们精心组织参
建各方，采用可移动式三角支撑大模
板作为车站侧墙结构的模板体系，可
流水作业，极大地提高施工效率；找到
管线“安全阀”，“倒边分段施工”改道
凤溪河，最终确保了建设按节点推进。

根据此前计划，17号线一期预计
于2020年底前具备开通试运营条件。
届时，双流和温江都将迎来“双地铁”
时代。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地铁17号线一期
地下最长车站主体结构封顶

货车司机是否
构成非法经营罪？

律师这样说

监控中，货送到秦粤物流中山市古镇镇的物流点后，工人在搬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