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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层电梯公寓的楼顶上搭出了19
层。如此违建出现在高新区神仙树大
院小区的住宅楼上，在经过小区业主
多次反映后，辖区执法部门日前对4户
违建住户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并
对其进行了查封，违法建筑将被采取
强制执行措施。

记者在现场看到，神仙树大院小
区23栋2单元1702号住户楼顶，“项目”
尚未完工，但原本宽敞的天台，已经被
钢架和现浇占据，由于天台原本的楼
板部分已被拆除，站在天台上，可以清
楚地看到下方住户家中的户型，这套
17层跃18层的住房，面积300多平米，
18层的楼道已经架到了天台，而天台
的建筑，几乎是对应着楼下的户型结
构进行修建。

该栋电梯住宅为两梯两户，1702
户隔壁的1701住户，同样在自家楼顶
搭建一层建筑，面对这样的现状，一位
小区业主告诉记者，“业主肯定不放
心，楼房既然设计成18层，相应的机
构、承重各方面都是按照18层来考虑
的，安全得不到保障。”

据了解，楼顶上塔建筑，从2018年
年初就已经开始，小区业主多次向物
业进行了反映，“我们也联系过两家住
户的业主，但一直没有下文，也向社
区、街道办进行过反映。”小区物业负
责人说。

4月26日，成都市高新区环境保护
与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局，对两家住户
下达了《责令停止建设决定书》，但该
住户至今未停止建设。28日，该局将封
条和违法建设施工现场查封决定书，
贴到了两户住户的大门上。

除23栋2单元顶层两户外，1单元
顶层的两户也出现了类似违建。目前，
执法部门已经向四家住户下达了《行
政处罚决定书》。该局芳草执法中队中
队长谢翔说，违建的位置是在顶楼，有
些地方甚至连窗子都没封，强制执行
必然涉及一系列安全问题，施工难度
很大。接下来将对四处违建进行风险
评估，拟订相应的方案，对违建采取强
制措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逯望一

4月28日早高峰，成都地铁1号线
多班次出现临停、急刹等情况。随后，

“成都地铁运营”官方微博解释称，上
述情况是因一颗直径12毫米的珍珠夹
在车门与车体侧壁之间，导致车门无
法正常关闭引起。

地铁方面称，早高峰期间，一列车
车门无法正常关闭，为保证乘客安全，
工作人员立即对该列车进行清客，并
将该列车返回车库进行检查。检查发
现，导致车门无法关闭的原因竟是1颗
直径为12毫米的珍珠卡在车门与车体
侧壁之间。

上述原因影响了后续列车的行
驶。由于是早高峰，1号线发车间隔为2
分钟左右，因此后续车辆需为保证前
后列车间隔在合理范围，必须通过停
车等方式进行车距调整，对整条线路
的列车正常运行产生影响。

不同班次的乘客们有不同的感
受：事发列车上的乘客，遇到了清客的
情况；后方列车上乘客，或许会遇上列
车急刹；前方车站里的乘客，或许会遇
上等候时间变长；后方车站里的乘客，
或许会遇到列车停留时间变长。

据悉，夹在车门与车体侧壁之间
的珍珠直径为12毫米，可能为耳环或
其他配饰。上述工作人员也呼吁，夏天
出行请乘客注意保管自身物品，以免
造成意外。

这并不是成都地铁第一次因为小
玩意而被“逼停”。2016年10月6日，地
铁2号线260车发生关门故障。检修人
员赶到现场，在车门中取出了一块塑
料碎片。

同年10月14日，一列地铁列车
在关门时多次出现瞬时故障，火速
赶到的检修人员从车门中取出一个
长21毫米、宽17毫米、厚10毫米的金
属环状物。

上述地铁工作人员表示，地铁列
车只要有一扇车门因故障关不上，就
无法再安全载客，必须退出运营抢修。
硬币、纽扣、手表、高跟鞋跟、地铁卡、
公交卡、小广告等都可能让车门卡滞
无法关闭，轻则影响列车所在线路的
运营。碰上高峰期，则可能导致整个地
铁全线运营晚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18层楼上修19层
小区违建遭行政处罚

一颗珍珠卡门
“逼停”地铁1号线

成都上线“电子社保卡”功能

不仅能买药，还能免押金借书
一代磁条卡持卡人可在
天府市民云申领电子社保卡

李泉表示，未申办、未激活新
社保卡的成都参保用户，或者一
代磁条卡持卡人，可通过天府市
民云“社保卡管家”服务进行在线
申办和激活，并可实时查询审批
和制卡进度。

尽管生活在成都，但不是所有
人都能领取电子社保卡。成都市人
社局信息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只有实体社保卡发卡地为成都
的才可以通过上述7个渠道领取，省
内其他市州发行转入成都的社会
保障卡，暂不能申领电子社保卡。
但无论户籍在哪里，只要持有成都
市发行的全国通用的社会保障卡
则都可以申领。

成都8000多家药店
系统已完成改造

有市民反映，26日在天府市民
云领取了电子社保卡后，在药店遭
遇无法扫码的情况。

对此，成都市人社局信息中心
相关负责人回应称，在正式推出电
子卡之前，成都现有的8000多家医
保定点药店信息系统已经全部完成
改造。因此，配置了二维码扫码设备
的药店均可支持电子社保卡个人账
户的消费。但由于扫码设备需药店
自行配备，不排除有药店的设备仍
未到位，因此无法支持二维码消费。

若定点药店在系统升级，或电
子社保卡扫码支付有问题，可咨询
药店系统运维方，即银海公司或音
泰思。此外，支付宝签发的电子社保

卡，可以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八一
骨科医院使用；平安城市一账通签
发的电子社保卡，可以在四川省妇
幼保健院使用。

作为社保卡的电子版，市民还
可在成都图书馆展示全国统一的电
子社保卡二维码扫码借书，免注册、
免押金，等效于身份证。据悉，成都
市22个区（市）县的公共图书馆正在
升级改造中，未来电子社保卡还将
覆盖成都市所有公共图书馆，实现
通借通还。

李泉介绍称，个人医疗账户余
额、缴费明细、医保消费明细、参保
证明等社保相关信息，目前均可通
过天府市民云“社保服务”进行查
询，天府市民云的“社保查询”已经
升级为“社保服务”，社保业务网上
办事服务不断增加。更多业务即将

上线：未来，成都市民可通过扫描二
维码，在门户网站或人社自助服务
一体机直接登录。

年内有望推出
更多电子证明和电子证照

电子证照是目前的主流趋势。
李泉表示，天府市民云正在逐渐从
查询服务转为办事服务。

他指出，天府市民云今年已将
电子证照纳入年度重点工作规划，
目前除了已实现电子社保卡，已开
展推进更多电子证照及电子证明服
务，2019年将联合市公安、市公积金
中心、市卫健委等多个部门在电子
身份证、电子驾照等电子证明和电
子证照上实现重大突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坐地日行千万里，大概说的就
是星球研究所的日常。这个被读者
称作“公众号里的BBC”的自媒体，
平均10天更新一次文章，内容像一
本国家地理杂志，只关心地理、历史
和宇宙，这次为何会将关注目光聚
焦在大熊猫身上？

“今年是大熊猫科学发现150周
年，在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上，我们
想了解大熊猫背后的价值意义。”

“星球研究所”团队的杨叙说，在开
选题会时，其实是有两个选择——
大熊猫和金丝猴。在经过从动物角
度的对比后，团队认为大熊猫在国
际交往中的贡献很大，同时又有很
强的国民知晓度，而且大熊猫国家
公园正在建设中，其本质上来说是
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探索和探讨，代
表了中国对动物，以及生态环境保
护的决心，“因此，我们认为大熊猫

有更加重要的价值意义。”
从一年前的《什么是成都？》到

今天的《熊猫：萌啥子哟，我是要雄
起！》，一个共同点就是成都这座城
市。为什么喜欢写成都？杨叙笑得不
亦乐乎，“成都就是一个偌大的选题
库，不管从地理位置、城市发展的方
向，还是成都人乐观开放的性格，这
座城市怎么都写不够”。

实际上，还是有区别，杨叙说，

《什么是成都？》写的是“烟火人间”，
在留言区里，很多读者都认为成都
很好，非常适合人们生活。然而在

《熊猫：萌啥子哟，我是要雄起！》说
是“自然与人”，留言区读者们更多
的是在讲述自己和大熊猫和成都的
故事。“这一次写成都，更多是现代
的生态城市（的角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图据星球研究所

“星球研究所”为何频频关注成都？

从“烟火人间”到“自然与人”
成都是选题宝库

从《什么是成都？》到《熊猫：萌啥子哟，我是要雄起！》，星球研究所“成都文章”又刷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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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可食无肉 不可居无竹
萌翻全世界 雄起选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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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昨日，，极受欢迎的微信极受欢迎的微信
公众号公众号““星球研究所星球研究所””以以《《熊熊
猫猫：：萌啥子哟萌啥子哟，，我是要雄起我是要雄起！》！》
发布一篇发布一篇““匿名投稿匿名投稿”，”，瞬间瞬间
获得获得1010万万++阅读阅读。。

在大熊猫科学发现在大熊猫科学发现150150
周年之际周年之际，，这篇趣味盎然的这篇趣味盎然的
文章文章，，从大熊猫的繁衍生息从大熊猫的繁衍生息、、
讲到人类对大熊猫种群的拯讲到人类对大熊猫种群的拯
救救，，再到大熊猫从萌宠成为再到大熊猫从萌宠成为
国宝的生动故事国宝的生动故事，，不仅引发不仅引发
了熊猫粉们的强烈共鸣了熊猫粉们的强烈共鸣，，更更
唤起网友们对唤起网友们对““大熊猫复兴大熊猫复兴
地地””———成都的无限向往—成都的无限向往。。

同时同时，，细心的网友想起细心的网友想起
一年前一年前，，同样发布于星球研同样发布于星球研
究所的刷屏爆文究所的刷屏爆文《《什么是成什么是成
都都？》。“？》。“星球研究所星球研究所””为什为什
么频频选择成都么频频选择成都，，篇篇都是篇篇都是
爆款爆款？？

大熊猫正是成都面向世界
最靓丽的城市名片之一。

除了闻名世界的熊猫基地，
2013年，世界首个熊猫邮局在成
都开张；

2014年，IFS“爬墙熊猫”在
成都春熙路横空出世；

2016年，成都地铁3号线开
行熊猫主题列车；

2018年7月1日，成都熊猫绿
道开通，这段长达102公里的绿
道系统被称为“露天大熊猫文化
博物馆”；

2018年8月16日，四川航空
开通熊猫主题航班……

根据德勤事务所的研究，
“成都熊猫”是各国和地区民众
对成都的第一城市印象，比例高
达47%。

每天清晨，成都熊猫基地大
门一打开，就有一大批“比鸟儿
醒得更早”的中外游客捷足先
登，前来观赏他们为之魂牵梦萦
的大熊猫。全世界的大熊猫粉丝
究竟有多少？据专家们分析，至
少有1亿多！

就在本月，四川宣布了文
化和旅游新版宣传口号：“天府
三 九 大 ，安 逸 走 四 川 ”，其 中

“大”指的就是大熊猫。而在吹
响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号角
中，正在建设“三城三都”的成
都提出，将努力把“金熊猫文创
奖”“草堂诗歌奖”“华语青年作
家奖”打造成高度国际化的品
牌奖项。

就在下个月，作为亚洲文
明对话大会配套活动，一场同
样以熊猫为媒的文化活动——

“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将在成
都开幕。

古蜀文明、熊猫之都，作为
最代表成都本土文化特色的元
素，大熊猫已经和成都水乳交
融，创新发展大熊猫文化，是传
承发展巴蜀文明，让天府文化走
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也是成都将
来成为世界文化名城的显著标
志之一。

文章中，距离其栖息地最近
的特大城市——成都，被大熊猫
选作了“复兴运动的基地”。为何
选成都？成都与大熊猫悠久的渊
源固然是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
是，熊猫在这里能找到最适合的
生态环境。

上世纪80年代，科学家在成
都建立起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
地，在距离成都不远的卧龙建立
起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以
成都基地为例，现已繁育出大熊
猫200余只，是全球最大的圈养大
熊猫人工繁殖种群，成都也因此
成为拥有圈养大熊猫数量最多的
城市。

2018年10月29日，大熊猫国家
公园管理局也在四川成都正式揭
牌，未来会将全国67个熊猫保护区
连成一片，共同组成大熊猫国家公
园。与大熊猫伴生的其他物种，包括
占中国种子植物33%的10000余种
种子植物，占中国脊椎动物17%的
1000余种脊椎动物，都将安全地栖
息在国家公园内。

在“星球研究所”团队的杨叙
看来，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
成都的生态。“我知道一组数据，作
为成都建设公园城市重要抓手的
天府绿道，截至去年底已累计建成
2607公里，而其规划总长度16930
公里，是目前世界上规划最长的绿
道系统。”杨叙说，从地理位置上
看，成都既有原始生态环境、又有
城市等人造环境，人与自然的和谐
相处是成都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
人为努力的结果，成都人对“生活
感”的追求、对生态保护的认知和
重视，也催生了这座生态城市。因
此，在文章最后的一张配图中，熊
猫远眺下的成都并不是大家熟知
的景点，而是一个现代化的城市，

“这就如大熊猫在国际上的地位一
样，成都的目标并不是活跃在中国
的新一线城市，而是要对标国际上
的现代耀眼城市。”

成都这座生态城市
适合熊猫复兴

成都人衣食住行
都有熊猫陪伴

熊猫熊猫成都之于

经全国社保卡服务平台授
权，成都天府市民云APP“电子社
保卡”功能近日正式上线。自此，
成都已有天府市民云、支付宝、银
联云闪付、工行融e联、建行手机
银行、农行掌上银行、平安城市一
账通7个渠道实现电子社保卡的
签发及应用。记者了解到，不足一
周时间，仅在天府市民云这一平
台使用电子社保卡服务的人次就
已超过10万。

电子社保卡带来的便利无需
多言，但上线以来市民也在使用
中遇到了各类问题。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就此采访了成都市
人社局信息中心相关负责人，以
及天府市民云副总经理李泉，详
解相关问题。

观察
分析

熊猫眺望成都，对未来充满憧憬

抬头，看见熊猫

低头，还是熊猫

坐车，遇到熊猫

乘机，又遇熊猫

逛街，看到熊猫美食，也有熊猫遛娃，熊猫相伴

成都成都熊猫之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