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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合作协议 /
打通统一身份认证体系
实现平台一号通行

以成都的先期经验为基础，天府市
民云公司昨日现场与德阳、巴中两地签
署了战略合作协议。记者从现场获悉，
合作将依托市民云平台为其他地市州
提供成都优质的医疗旅游服务资源，同
时依托市民云成熟建设运营模式承载
兄弟城市特色服务，实现既错位发展又
优势互补，共同落实省委“一干多支·五
区协同”的重大战略部署。

这也是天府市民云的首次“扩张”。
成都天府市民云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
邓建平透露，天府市民云于今年 10 月
正式上线，不到两个月时间用户突破70
万，服务人次达到700余万。“成都也将
这项智慧城市一体化的尝试，通过合作
的方式进行升级。”

这种升级，也意味着川内城市有望
通过天府市民云这一平台联结更多资
源。邓建平指出，未来成都计划与德阳、
巴中打通统一身份认证体系，实现平台
一号通行，并藉此让两城市民服务业务
互通，逐步实现市民服务同城化——也

就是说，川内居民都将共享优质的医
疗、教育、交通、旅游等同城化服务。

实现互通共融 /
计划上线“文旅一卡通”
用手机就可畅玩川内

另 一 方 面 ，以 天 府 市 民 云 为 基
础，成都与德阳、巴中的数据还将实
现互通，从而实现市民服务同城化、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共同发展。“在命
名之初，我们就以天府而非成都冠
名，已经在设想将天府市民云打造成
互联互通的平台。”在邓建平看来，与

德阳、巴中的合作标志着我省“一干
多支”惠民实践取得重大突破，但这
只是开始，未来在“主干”成都天府市
民云的带动下，川内将有更多市州与
成都互通共融。

福利还不止如此。邓建平透露，成
都地区正计划上线“文旅一卡通”，未来
市民可凭借这张虚拟卡畅游市内部分
景点。这一模式还将推广到其他地区，
未来成都人通过手机就可以畅玩川内，
在当地享受到最接地气的服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图据成都天府市民云服务有限公司

按照部署，成都市环保局
将会同市发改委、市国土局、
市规划局，指导12个区（市）
县政府在2019年完成四川省
生态保护红线成都市域内的
勘界定标和保护标识标牌设
定等相关工作。按照生态保
护红线勘界定标技术规程的
要求，12个区（市）县政府须
将本辖区生态保护红线勘界
定标项目资金纳入本级政府
财政预算。涉及生态保护红
线勘界定标和保护标识标牌
设 定 工 作 ，龙 泉 驿 区 、双 流
区、郫都区、简阳市、金堂县
将于2019年6月30日前完成，
都江堰市、邛崃市、大邑县要
于2019年内完成，温江区、彭

州市、崇州市、蒲江县要按照
省生态环境厅确定的先行试
点时间要求完成。

为保障生态保护红线的优
先地位，12个区（市）县和市级
相关部门要将生态保护红线作
为编制主体功能区规划、土地
利用、城市发展及基础设施等
各类规划的基础和前提，通过

“多规合一”机制保障生态保护
红线的空间管制，将生态保护
红线矢量数据纳入“多规合一”
数据平台融合共享。同时，积极
开展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生物
多样性本底调查与评估，在摸
清家底基础上，确定生态保护
红线的保护重点，提升生态保
护水平。

《成都市生态保护红线实施方案》正式印发——

2020年成都将建成
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

为进一步加强成都自然生
态保护，保障全市生态安全，成
都市日前正式印发《成都市生
态保护红线实施方案》，明确明
年将制定《成都市生态保护红
线管理办法》，完成龙泉驿区等
12个区（市）县的生态保护红线
勘界定标，2020年建立以区
（市）县行政区为基本单元的生
态保护红线台账系统，纳入国

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为
达到这一目标，成都市还从五
个方面部署了11项主要任务，
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并将生态
保护红线措施落实情况和成效
纳入领导干部考评体系，确保
生态保护红线与永久基本农田
保护线不重叠，确保生态保护
红线区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
不减少、性质不改变。

12个区（市）县
明年完成生态保护红线勘界定标

未来，生态红线保护还将
从“纸上”落到实处。成都将按
照构建“天-空-地”一体化的
生态保护红线综合监控网络和
监管平台要求，将市域生态保
护红线矢量数据纳入全市生态
环境监测网络建设，整合链接
相关区（市）县和相关部门的生
态环境监测站点，该项工作预
计在2020年完成。

同时，还将建立以生态保
护红线图斑为基础，以区（市）
县行政区和跨区域生态功能区
为基本单元的生态保护红线台
账系统，并纳入国家生态保护
红线监管平台。按照国家、省环
保督察问题整改及“绿盾自然
保护区”专项行动安排部署，加
强生态保护红线区域内的各类
违法违规活动执法监管，及时
发现破坏生态保护红线的行

为，并依法依规进行处罚。
此外，12个区（市）县还将

加大对生态保护红线财政资金
投入力度，实施以自然恢复为
主、人工修复为辅的生态保护
与修复措施，将生态保护红线
保护修复纳入山水林田湖草等
各类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整合
统筹水土保持、天然林资源保
护、退耕还林、国土综合整治、
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河道整治
等各类生态保护修复工程资金
渠道，切实落实保护与修复资
金。按照要求，成都还将加快研
究制定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
机制的政策措施，探索生态保
护红线所在地区和受益地区建
立横向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共
同分担生态保护任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李彦琴

2020年
建成“天-空-地”一体化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

“蜀宝”们走出国门，奔赴
一场“与地中海文明的约会”。

意大利当地时间，12月14
日，“神与人的世界——四川
古蜀文明特展”在意大利那不
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隆重开
幕，展期持续到2019年3月11
日。这也是三星堆博物馆、金
沙遗址博物馆、四川博物院、
绵阳博物馆等七家重量级博
物馆130件/套珍品历史上首
次登陆意大利，三星堆共有40
余件文物参展。

记者从三星堆博物馆了
解到，本次展览以神与人为
主题，以古蜀文明前后延续
上千年的珍贵文物为载体。
通 过 从 古 蜀 文 明 三 星 堆 遗
址、金沙遗址、竹瓦街窖藏到
马家战国墓等出土的精美神
秘的青铜器、金器、玉器和汉
代极富生活气息的陶俑和画
像砖等，全面勾画四川古代
人与神、自然和谐共处以及
先民们乐观向上、包容创新
的精神世界，而众多珍贵文
物所传递的非凡艺术想象力
与创造力，更谱写出天府四

川雄浑瑰丽的浪漫神曲。
“三星堆青铜纵目面具，青

铜人头像、太阳轮等40多件有
代表性的文物参展。”三星堆博
物馆副馆长朱亚蓉介绍，此次
展出三星堆的40余件文物中，
除了大立人、金杖为复制品，其
他都是原件。“130余件古蜀文
物首次登陆意大利！”

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许
多光怪陆离奇异诡谲的青铜造
型，有高2.62米的青铜大立人。
而以流光溢彩的金杖为代表的
金器，除了青铜器、金器外、还
有玉石器、陶器等，亦多属前所
未见的稀世之珍。

据了解，目前三星堆文物
已多次出国巡展，从1993年起，
先后在瑞士、德国、英国、丹麦、
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
法国等国展出，所到之处无不
引起强烈震撼。“这次三星堆文
物到意大利那不勒斯参加巡
展，古蜀文物一亮相，同样引起
轰动。”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朱
亚蓉介绍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王明平 谢礼恒

意大利，“蜀宝”来啦！
四川七家博物馆130余件古蜀文物展出

蜀文物亮相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备受关注
图据三星堆博物馆

一户人家一个二维码一户人家一个二维码，，投投
放垃圾时放垃圾时，，只需要在机器上扫只需要在机器上扫
描二维码即可完成操作描二维码即可完成操作。。环保环保
垃圾分类袋用完了垃圾分类袋用完了，，还可以随还可以随
时到小区物管处领取时到小区物管处领取。。1616日日，，
成都商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看到红星新闻记者看到
了文家街道的首台智能化垃了文家街道的首台智能化垃
圾分类投放装置圾分类投放装置，，为了提高业为了提高业
主们的积极性主们的积极性，，街道办不仅设街道办不仅设
置了垃圾分类的荣誉榜置了垃圾分类的荣誉榜，，还采还采
用了扔垃圾得积分兑换日常用了扔垃圾得积分兑换日常
生活用品的环节生活用品的环节。。目前目前，，小区小区
内已有内已有 9090%%的业主完成注册的业主完成注册
并领取了专属二维码并领取了专属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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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学习贯彻省委十一届四次全会精神 /

天府市民云“签下”德阳、巴中
川内资源越来越互通

成都计划上线“文旅一卡通”凭借虚拟卡即可畅游部分景点
16001600万成都市民首先享万成都市民首先享

受了大数据带来的红利受了大数据带来的红利：：一款一款
名为名为““天府市民云天府市民云””的手机软的手机软
件件，，集结了成都集结了成都3333个职能部门个职能部门
的的138138项便民服务项便民服务，，让市民足让市民足
不出户就能缴费不出户就能缴费、、查社保查社保，，甚甚
至第一时间就能在手机上查至第一时间就能在手机上查
到买房摇号的结果到买房摇号的结果。。

如今如今，，这一红利还将跟随这一红利还将跟随
着着““一干多支一干多支、、五区协同五区协同””的发的发
展战略一起扩散展战略一起扩散————1212月月1616
日日，，记者从首届中国信息通信记者从首届中国信息通信
大会的专题会议大会的专题会议““新型智慧城新型智慧城
市市———市民服务智能化专题—市民服务智能化专题
报告会报告会””上获悉上获悉，，天府市民云天府市民云
公司与德阳公司与德阳、、巴中两地签署了巴中两地签署了
战略合作协议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川内将有未来川内将有
更多市州通过与成都互通共更多市州通过与成都互通共
融融，，将有更多市民享受到优质将有更多市民享受到优质
的医疗的医疗、、教育教育、、交通交通、、旅游等同旅游等同
城化服务城化服务。。

成都小区现智能化垃圾分类装置
扔垃圾扫二维码还能获积分

共 融 大数据将如何改大数据将如何改
变一座城变一座城？？成都提成都提
供了可能的答案供了可能的答案。。

扫 码 扔垃圾时只要在扔垃圾时只要在
机器上扫描二维机器上扫描二维
码即可完成操作码即可完成操作。。

每户一个二维码
扫码分类投放

16日上午八九点，青羊区文家街
道佳兆业小区的居民们陆续出门，他
们的手里，拎着一两袋贴着二维码的
垃圾。“一袋装的厕纸、纸尿裤，一袋
装的是厨房垃圾，比如果壳、菜叶、剩
菜剩饭等。”居民小何提着两袋垃圾
径直走向了2号门口的垃圾站。

和其他垃圾回收点不同的是，佳兆
业小区的垃圾站名为智能化垃圾分类
投放系统装置。这台智能垃圾分类装
置，由10个绿色、红色、蓝色、灰色的垃
圾分类箱组成，每个不同颜色垃圾分类
箱回收不同种类的垃圾：绿色的回收餐
厨垃圾，红色的回收有害垃圾，蓝色的
回收可回收垃圾，灰色的回收其他垃
圾。其中，蓝色的垃圾分类箱类目最多，
分别回收玻璃、金属、塑料、织物、纸类
五类可回收垃圾。按照装置上的文字提
示，小何把两袋垃圾分别扔进了写着

“纸类”的蓝色垃圾分类箱以及写着“厨
余垃圾”的绿色垃圾分类箱。

和一般垃圾分类的回收设备不一
样，文家街道办为小区每一户家庭都
创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二维码。居民
每次用统一发放的垃圾分类袋装好垃
圾后，都要在上面张贴好二维码，投放
垃圾时，只需要扫描二维码即可完成
操作。环保垃圾分类袋和二维码使用
完了，大家可以随时到物管处领取。

为了提高业主们的积极性，文家
街道办不仅设置了垃圾分类的荣誉
榜，还提供了扔垃圾得积分兑换日常
生活用品的环节。

试点投放近半年
收到后也会二次分拣

自 2018 年 7 月正式在佳兆业小
区试点投放至今，文家街道内的首台
智能化垃圾分类投放装置受到了业
主们的好评。垃圾分类监督员符成告
诉记者，目前小区有90%的业主完成
了注册并领取了专属的二维码，使用
人数并不少。不光垃圾分类处置，小
区的垃圾回收环节也是实行分类回
收，四台不同颜色的垃圾回收车，分
别回收四种类型的垃圾。同时，厨房
垃圾、可回收垃圾车基本能每天收运
一次，有害垃圾车每周两次，其他垃
圾回收车每天两次。

然而，在努力推广的过程中，也
遇到了一些阻碍。一是小区老年人
由于不擅长使用互联网，因此该新
型设备在小区内没有得到全面普
及。二是一些业主没有办法正确分
类垃圾。“我们收到垃圾后会进行二
次分拣，常常会发现分错类的情
况。”符成告诉记者，这种情况他们
会再次进行分类，但难免影响到业
主们所获得的积分。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符成会定期
来到小区，和小区物管一同解决垃圾
分类推进中的问题。设立垃圾分类宣
传点位，通过展板和短片以及现场讲
解等多种形式向居民普及垃圾分类
知识，希望在这样的宣传之下，能尽
快普及智能化垃圾分类投放装置，并
在辖区内进行广泛推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
佳 摄影报道

天府市民云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泉作报告

该小区的智能化垃圾分类投放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