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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地贪夜蛾，杂食性害虫，
2016年1月在非洲首次发现，2年时
间遍及非洲44个国家，造成了数十
亿美元的损失……

去年8月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出
全球预警。在预警发出9个月后的5
月8日，原产美洲的害虫草地贪夜
蛾在四川西昌市礼周镇被发现并
证实。

13日，四川省农业农村厅在西
昌召开全省草地贪夜蛾应急防控
现场培训会，明确草地贪夜蛾已在
四川定殖为害，并宣布启动应急工
作，全面打响“虫口夺粮”战役。

每晚可飞行100公里
几天时间便可覆盖全川

13日，记者从四川省农业农村
厅获悉，5月7日7时，西昌市礼周
镇街村村七组村民刘国荣像往常
一样到自家的玉米地中“巡视”，在
新安装的诱捕器中发现了一只灰
色的蛾子。

刘国荣拍下照片并传给了西
昌市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长陈耕。

随即，照片传到了四川省农业农村
厅植保站。

5月8日，经专家确认，这只被
抓住的飞蛾正是当前肆虐我国南方
多地的世界十大植物害虫——草地
贪夜蛾。

5月9日，与西昌直线距离300公
里外的合江县农业农村局植保站站
长税静也收到深圳专业检测机构的
通知，此前当地村民在水稻中发现
的幼虫经基因检测，确定为草地贪
夜蛾幼虫。至此，这一原产美洲的飞
蛾已迁入四川，并定殖为害。

据了解，草地贪夜蛾是杂食性
害虫，原产于美洲热带和亚热带地
区，2016年1月在非洲首次发现，2
年时间遍及非洲44个国家，造成了
数十亿美元的损失，2018年8月联
合国粮农组织发出全球预警。

这种蛾特别能飞，成蛾每晚可
飞行100公里，几天时间便可覆盖
全川；同时祸害特别快，属暴食害
虫，群体作战，一天能啃光一片玉
米地，啃完后列队迁移下一片地，
外号“行军虫”。

首发地西昌市
发现的虫害得到有效控制

基于对该虫侵入线路的研判
以及国家农业农村部的预警，4月
底，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植保站开始
部署监测工作，重点在靠近云南、
贵州的凉山、攀枝花、泸州、宜宾、
乐山等5个市（州）39个高风险县
（市、区）设置了性诱监测点585个，
并组织市县植保专业技术人员开
展田间调查。

截至5月12日，作为四川首发
地的西昌市，已有1万余亩玉米地
不同程度地发现幼虫啃噬痕迹。目
前，当地植保部门已开展技术宣
传，植保专家已奔赴田间指导农
民，发现的虫害已得到有效控制。

“四川是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
之一，玉米、马铃薯是主要粮食作
物，高粱是川酒产业的重要原料，
而这些作物都是草地贪夜蛾最喜
欢取食的植物，一旦该蛾大量迁
入，将对我省粮食生产和川酒产业
构成巨大威胁。”

在全省草地贪夜蛾应急防控
现场培训会上，四川省农业农村厅
机关党委书记肖小余表示，尽管该
蛾目前在四川是零星发生，但由于
其生长传播特性和当前农作物生
长情况，该蛾在川即将进入高风险
传播期，四川各地必须做好防控准
备，引起足够重视。

“四川现有10余种外来入侵害
虫，现有的虫害防控体系能应对草
地贪夜蛾。”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植
保站站长尹勇表示，四川现有65个
重点测报站和800个测报点，专业
植保社会化服务组织达到3600余

个，现在已有可防可治的药剂，一
旦发现虫害，可迅速组织专业化防
治队伍作战。

同时目前四川省已下达6000
余万元的救灾资金，各地可在这笔
经费中安排使用草地贪夜蛾防控
经费，更多的专项费用也正在争取
当中。下一步，四川省植保系统将
在凉山、攀枝花、泸州、宜宾等高风
险地区，组织专业队伍，开展专业
化统防统治；在川中、川西等潜在
发生区，对重点作物开展普查，一
旦发现虫情及时控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ofo成都运营人员陈龙回应了“车辆当废
铁卖”和“退出成都市场”的说法。

“学府路二段停车场报废的车辆只有5000
辆，没有一万辆，还分拣了一部分好车。”陈龙
说，但分拣了多少无法透露。他说，报废是配合
城管把停车场清理出来，城管本来要求在4月
30日之前必须把车辆清运完毕。

“以前是回仓库分拆部件回收，这次整车
回收，是真的时限要求比较紧。”陈龙告诉记
者，单车中锁的价格高于单车价格，因此先取
锁止损，再整车卖掉。

对于中环路停车场的单车当废铁卖，最开始
陈龙予以否认，“我们把这部分车辆运回仓库。”
当得知记者跟踪到了报废厂，他又质疑报废厂违
反了保密协议，承认单车报废“按吨来卖”。此后，
ofo合伙人助理赵彤否认1600元/吨的售价。

“我们现在就是把那些先期投放、已经达
到报废年限的报废了，但不可能把所有车辆都
报废，否则这个公司不就不存在了？”陈龙说，
ofo在成都投放的体量比较大，即便城管强制
把车辆报废处理，“几个月内也报废不完，现在
整个成都停车场车辆也不过万把辆。”

陈龙介绍，目前ofo依赖以前吸引的客户
维持运转，但拒绝透露在成都的整体运营状
况，包括目前单车量、运营人员和骑行人次，只
强调ofo没有宣布破产，还在正常运营和退还
用户押金中，只是退还押金进度比较慢。

“我们现在也在努力挣钱，退还用户的押
金。”陈龙说，虽然ofo目前在成都的运营状况
略微差一点，但是ofo绝对不会放弃成都、北
京、上海、广州、深圳这几个大城市。

“即便其他城市都放弃，也不可能放弃这
几个城市，不管运营状况再差，也会从资源上
进行倾斜，以保证其正常运营。”陈龙说，在其
他体量较小的城市，ofo的现金流还是正向的，
目前ofo是以“低电（低消耗）模式运行，花最少
的钱把成都市场保住，不减少车辆体量，等其
他公司竞争完毕，ofo再商讨出一个策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美兰 逯望一 摄影报道

打击五块石车站周边非法营运：

执法人员
假扮旅客寻“黑车”

2018年12月13日起，由成都市金牛区
交通市政局牵头，会同金牛区公安分局、
相关街道对“孙二娘”、“老太婆”、“小狐
狸”等非法经营团伙的组织进行摸排取
证，针对“五块石汽车客运站等汽车站地
下班线乱象”问题，金牛区开展了两轮集
中整治行动，第一轮整治行动重点整治车
站周边非法营运、喊客拉客、占道经营堵
塞交通等扰乱正常客运秩序行为，第二轮
整治行动重点对车站内管理秩序进行规
范，堵塞监管漏洞，防止问题反弹。

由金牛区交通和市政局、金牛区公安
分局、相关街道组织成立了由10余人组成
的三个线索核查小组，利用1周时间分别
从走访车站内部管理人员，询问车站周边
群众，假扮旅客寻求“黑车”三个方向，对
五块石车站地下班线问题，尤其是上级反
馈的外号为“孙二娘”、“老太婆”、“小狐
狸”的非法营运组织进行取证，同时针对
问题清单反映的因争抢客源打架斗殴情
况。通过调查，五块石车站地下班线乱象
情况属实，现场发现喊客人员，经询问了
解，“孙二娘”家族有多人从事喊客拉客违
法行为。

期间，还下发了《五块石汽车客运站
等汽车站地下班线乱象整治工作方案》，
以治安环境大幅改善、交通环境明显好
转、市场环境更加有序、管理机制健全完
善为重点，对需要开展的整治行动、责任
单位以及完成时限进行了细化分工。

在为期两个多月的专项整治行动中，
对五块石车站开展联合执法行动5次，共
出动执法人员120余人次、执法车辆40余
台次，交由市交委执法总队五大队处理非
法营运车辆1台，整治三轮、摩的13辆，驱
离喊客拉客人员30余人次，驱离教育流动
摊贩15起。

通过近期走访调查，五块石车站及周
边秩序良好，非法营运、喊客拉客现象已
基本杜绝。2019年2月20日，五块石汽车客
运站全线停运。
举报方式：

1.信箱：成都市锦城大道366号，邮编
610042

2.电话：028－61880673
3.邮箱：cdsaohei@163.com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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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违现场
业主打来电话

强拆变“助拆”
14日下午2点40分左右，高新区天朗

路9号金色海伦小区12栋1单元的楼顶，堆
放了加起来有三四十米长的银色栏杆以
及一人高、宽度不等的十余扇玻璃窗。“违
建拆除工作是早上9点开始的。”高新区合
作街道办事处城管中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预计全部拆除还需要一周时间。

听到这里，大家可能都以为这是违建
强拆，然而业主的一通电话让原计划的强
拆变为了“助拆”。

“在楼顶多修了一层房屋，屋顶又围
了一个阳台，加起来可使用面积有六七十
平方米。”现场相关负责人指着被拆墙面
里露出的钢筋说，这些违建都是钢筋混凝
土的，修可能就两天的事，拆除的时间则
要翻倍。

据了解，为拆除违建靠近楼房外立面
一侧的墙体，施工人员还需搭建外围保
护，确保楼下小区居民的安全。另外，当天
拆除的还有该小区5栋2单元楼顶的违建。
由于违建体量较大，对整栋楼的承重安全
性都有影响。同时，违建阻断了原有通向
顶楼的消防通道。

“强拆决定上周四通过在门上张贴、
邮寄以及电话等方式告知了业主。”上述
负责人表示，之前已走完相关行政程序，
也做了宣传劝导工作，打过很多电话，“电
话都被拉进了黑名单”。

然而令他们有些意外的是，14日准备
强拆的两处违建的业主，分别两次电话联
系他们，原计划的强拆“软着陆”，变为了

“助拆”。
是什么让违建业主在最后时刻选择

了“助拆”？据了解，该小区于2011年建成
投入使用，共有15栋住宅楼、1213户。自交
房入住以来，该小区有99户业主利用楼顶
装饰梁、“女儿墙”等擅自修建建（构）筑
物，其余业主反响强烈，要求拆除违建。

“大部分违建都是2017年出现的。”现
场相关负责人表示，2018年下半年，有关
部门在完成相关行政程序后，曾强拆该小
区7栋一处违建。而在强拆之前，通过宣
传、劝导，“助拆”了27户违建。而在那次拆
墙后，陆陆续续又有39户违建，通过自行
整改等方式被拆除。

截至目前，除去14日正在“助拆”的两
户违建，该小区还存在30户违建。其中7户违
建已主动签订“助拆”协议。相关部门已经对
剩下的23户违建中的11户实施了断电措施。
另外还将对剩下的违建采取相关措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小黄车

当废铁卖
业内称

5月12日，在武侯区学府路二段一个拆迁
区域的停车场，停放了上万辆ofo小黄车，几名
临时工正在对车辆就地取锁，解锁后的小黄车
像废铁一样，用挖掘机装车运往回收厂进行报
废处理。同样报废的，还有位于金牛区中环路
一品天下大街段停车场的数千辆小黄车。据业
内人士透露，小黄车回收价格1600元/吨。

“街面调度人员不够，僵尸车和摆放无序
的车辆被清运到停车场报废，ofo会慢慢自动
退出成都市场。”市城管委市容秩序处处长李
健说。

而ofo成都运营人员陈龙回应，目前ofo在
成都运营状况稍微差一点，但绝不会放弃成都
市场，将以“低消耗模式”尽量保住市场，“报废
是为了配合城管在规定时间内把停车场清理
出来。”

5月12日，因为刚下过雨，
武侯区学府路二段一个拆迁区
域的停车场的入口路有些泥
泞，几名ofo的临时工人正抡起
铁锤，对小黄车就地取锁。目之
所及，上万辆小黄车被堆放在
此，一层叠一层，树底下，草丛
中，遍地都是。

“有一万多辆车。”一位领
头的工人说，他们是临时被聘
请来的，主要工作是对车辆取
锁，锁被回收到ofo公司，解锁后
的小黄车被装上大货车，至于
运到哪里他不知道。“我们就是

临时工，一共9人，200元/天，已
在这里工作了4天。”

无独有偶。金牛区中环路
一品天下大街段的停车场里，
也停放了数千辆小黄车。当天
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4辆大
货车正在装车，这些小黄车全
部被取掉了锁。下午6点多，4辆
货车装车完毕停在路边，却不
发车。

晚上10点05分，4辆满载
小黄车的大货车才驶离。记者
一路跟随4辆大货车，最终到
达了成都双流区华彭路。货车

随后开进了路边一个厂区大
门，记者发现，该厂区属于四
川博瑞人防工程有限公司，而
公司的旁边，是一家再生资源
回收公司。

5月13日上午，记者再次来
到回收公司厂区，前一晚运到
的小黄车已经被卸下，堆积如
山。该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他
们是帮ofo公司做加工，“帮他们
把这些车打碎成小块的铁，然
后ofo公司再把这些铁拉走，我
们只收点加工费。”

记者在该回收公司获取了

一份自行车报废处理合作协
议，上面写道甲方上海奥佛合
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委托乙
方四川精之盟再生资源回收有
限公司，对已损坏自行车进行
无害化破坏性处置，此次处置
的数量为2800辆。

据了解，上海奥佛合盛网
络科技有限公司正是ofo公司。
据回收公司负责人估算，此次
拉到回收公司的小黄车大约有
30吨，加工是以吨为单位收费，

“一顿也就几十元钱。”至于具
体的金额，对方不愿透露。

5月13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联系到金牛区营门口
街道办城管科科长徐努，他介绍
说，一品天下段停车场的车辆是
由ofo借用某房地产公司的空地
进行停放。“我们没有收车，应该
是ofo自己收来堆放在这里的。”
徐努说，城管发现后要求ofo在十
日之内清运完毕，现在已经完成
了一大半。“ofo说一周内完成，截
止日期是5月15日。”

据了解，学府路二段停车场
是武侯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为共
享单车指定的一个临时停车场，
从去年下半年启动共享单车集
中整治后开始启用。

“我们主要是将街面上无
序摆放的车和僵尸车清运到停
车场，企业自己有时也会把车
放在这里中转。”武侯区综合行
政执法局执法协调科相关负责
人说，清运后通知各企业到停

车场领取，被转运的单车禁止
再投放到武侯区，以达到减量
的目的。但是，小黄车从来没有
取过车，日积月累累积了这么
多，因停车场不能长期被占用，
4月份该局给ofo发函，要求其在
4月30日之前将车清运完毕。

该负责人介绍，跟小黄车以往
清运车辆不同，此次不是整理后直
接运走，“他们说是直接报废掉，为
此还动用了挖掘机等大型器械。

据曾与ofo合作过的一家报
废厂管理人员透露，共享单车回
收的第一道程序就是取锁，单车
最贵的就是锁。“能回收利用的
尽量回收利用，其余的再当废铁
卖掉。”这名管理人员说，该公司
提供回收和拖运两种服务，“一
辆大货车拉小黄车能拉200辆左
右，成都范围内每车运费在1200
元左右，回收价格是以吨来计
算，一吨大概1600元。”

市城管委市容秩序处处长
李健介绍说，由于ofo经营状况
问题，目前小黄车在成都5+2中
心城区数量锐减，由高峰时的30
万辆锐减到现在的10万辆左右，
运维人员也由原来的200人锐减
到50名，正常情况下，50名运维
人员只能运维1万辆车。

“运维人员严重不足，无法
正常调度，造成街面上出现很
多坏车、僵尸车以及乱停乱放

的车辆。”李健说，不止ofo，这些
影响市容秩序的车辆除了由企
业调度外，城管在日常维护或
者每月15日的集中清理日，将车
清运到成都的30个停车场，再通
知各企业取走，被清运出去的
车辆禁止在主城区再次投放。

“我们的理想状态是将主城区
单车控制在30万辆左右。”

李健说，虽然ofo目前没有
宣布倒闭或者退出成都市场，

政府平时对接人也能找到人，
但是，一方面运维人员不足无
法正常调度，另一方面城管履
职维护市容秩序，对无序车辆
进行清理，其结果是，“ofo会自
动慢慢退出市场。”李健说，事
实上，ofo也曾向城管部门透露，
目前ofo成都运维人员正集中能
力搞回收。“ofo报废车辆完全是
企业内部行为。”

报 废 处 理 ，是 否 是 共 享

单车退出市场的一个处理方
向？“不报废就是一个垃圾留
在城市，我们肯定不允许的，
还 不 如 报 废 ，回 收 一 部 分 资
金。”李健说，退出市场的共
享 单 车 还 可 以 这 样 操 作 ，将
市 场 转 让 给 其 他 品 牌 ，如 小
蓝单车、青桔单车，由青桔单
车负责回收处理。“所以小蓝
单 车 在 成 都 一 夜 之 间 消 失 ，
就因为青桔接盘了。”

上万辆车就地解锁 2800辆被运到报废点

内行人士透露 小黄车回收价1600元/吨

市城管委：ofo车辆锐减，慢慢自动退出成都市场

ofo回应：
绝不放弃成都市场
以“低电”模式运营

“贪吃蛾虫”入侵四川
专家：四川现有的虫害防控体系能应对草地贪夜蛾

草地贪夜蛾：
杂食性害虫，原

产于美洲热带和亚
热带地区，其幼虫喜
食玉米、甘蔗等80多
种植物，受害后一般
减产20%～30%，严
重时造成绝收。

弘扬正气弘扬正气
扫黑除恶

草地贪夜蛾的啃噬痕迹（四川省农业农村厅供图）

运维人员

名

到 名

锐减

ofo小黄车
在成都中心城区

投放量
万辆

锐减
到 万辆

退出成都？ofo：绝不放弃
解锁后的小黄车正在装车

元/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