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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养度假的特色就是一边旅游
一边康养，所以此行在泰国这几个城
市的经典景点，基本都给叔叔孃孃些
安排好了。

在曼谷，金碧辉煌的大皇宫汇集了
泰国建筑、绘画、雕刻和装潢艺术的精
粹，是泰王朝历代君主的居所，被誉为

“泰国的艺术大全”。玉佛寺位于曼谷大
王宫的东北角，是泰国最著名的佛寺，国
王每年三次来这里亲自为玉佛更衣，以
祈求国泰民安。乘长尾船游湄南河是一
项传统游玩项目，湄南河是泰国第一大
河，自北而南纵贯泰国全境。坐上长尾
船，将你带入图画般的意境，还可欣赏
到河岸两边古典水上人家的生活风俗，
百年以上佛寺、教堂等，远眺郑王庙。

太平洋观景台在芭提雅最高的山
上，面朝暹罗湾，是芭提雅观景的最佳
去处。风情步行街繁华又热闹，满街林
立各种不同风格的酒吧、舞厅，极具芭
提雅当地风情。你可以与朋友在此喝
上几杯，也可以与歌手舞者共舞一曲。
你还可以出海前往珊瑚岛、金沙岛，

此岛常年风平浪静。传说美人鱼的红
宝石魔戒掉在海中形成此岛，保护当
地渔民和游客免遭水难。碧海蓝天伴
着洁白沙滩和热带鱼群，漫步在细白
的沙滩上，置身于湛蓝的海水中，望着
一望无际的大海，顿感自然的神奇。当
然啦，传统的丛林骑大象、泰国古式按
摩也会为你的行程增添乐趣。

华欣火车站被誉为泰国最美火车
站。车站建于1911年，具有浓郁的热
带风情，它的建成带动了华欣当时的
发展，如今成为一个怀旧火车站，有其
历史地位和象征意义。火车站虽小，却
古色古香漂亮秀气。华欣夜市也是必
逛之处，夜市里有琳琅满目的商品，最
受欢迎的是海鲜，华欣的海鲜个头大
价格亲民。除了美食还有很多手工艺
品、传统服饰等等。拉玛六世皇宫是一
个充满故事和爱的宫殿，据说是泰拉
玛六世希望自己的爱妃能添个小王子
而建，命名为“爱与希望”，整座皇宫采
用柚木制成，并不是那种辉煌大气的
风格，更似婉约的私人庭院。（何筝）

团期：2019年11月22日、11月29日、12月8日从成都出发

康养度假模式越来越被中老年人接受，不信问问你身边的叔叔孃孃些，
夏天去青城山峨眉山、冬天去攀枝花三亚的人多得很，一待就是10天半个月
甚至好几个月。如今，叔叔孃孃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们想去国外康养啦！

于是，成都环球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推出了国际康养度假产品——康养
“欣”概念，带叔叔孃孃些去泰国康养。为什么要突出“欣”字呢？因为这个产品
会带大家去曼谷、芭提雅、华欣几个地方，而华欣又是泰国皇室贵族喜欢去度
假小住的地方，所以啊，叔叔孃孃些这盘又可以高兴了！

■团期
2019 年 11 月 22 日、11 月

29日、12月8日从成都出发

■价格
3580元/人（不含护照费、签

证费、小费、个人消费等）

■咨询报名小贴士
◆咨询热线：18782111808、

13882200559
◆咨询地址：成都锦江区红

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大厦1
楼（仅工作日上班时间）

走，去泰国康养，10天9晚只需3580元
曼谷+芭提雅+华欣，康养度假新潮流

先说华欣的度假吧。此产品甄选
在华欣的酒店为华欣美塔法来度假
酒店（或同级）这一类酒店，基本就在
海边，设施设备齐全，你可以在这里
观日出、赏日落、沙滩漫步、海钓、下
棋，去酒店健身房练练，或在游泳池
游几个来回……在华欣，你有大概 3
天就是这样过的。这些都是年轻人羡
慕的度假生活，而你身边还有老伴儿
陪伴。爱情啊，经过了时间的冲刷变
得更加浪漫且有力量。

其他的你啥都不用管，因为这里

一日三餐都安排好啦，每天还要赠
送新鲜水果。更让人省心的是，专
业管家也已配好，有什么需求
尽管告诉管家，他（她）会尽最
大努力来为你提供舒心服
务，什么泰式
按 摩 啦 、
SPA啦，你都
可以请管家帮
忙安排。当然一
些项目是要产生
费用的哦。

现在的叔叔孃孃些，退休生活丰
富得很，那些年轻人喜欢打卡的网红
景点，他们也是乐于去体验体验的。如
果你报名了这个康养度假产品，以下
几个网红景点值得前往。

首先是丹嫩沙多水上市场，俗称
曼谷水上集市。集市中，一条条卖货的
小船在运河上交错往来，再加上河岸
边那一家家水乡居民的住宅，构成了
一幅充满生活气息的曼谷印象图卷。

富贵黄金屋依海而建，濒临太
平洋，是十几年前中国台湾连续剧

《流星花园》的取景地。园内景观精
致，花木修剪齐整，绕景而建的建筑
大气磅礴，似宫殿般雄伟。室内装饰

奢华无比，随处可见大型人
物和动物雕像、名画，室内墙
上雕刻更是美轮美奂。园内
还有一处可容纳上千人的
自助餐大厅，可边吃边观
看泰式表演。

再就是美攻铁道市
场，这是一个铁轨上的
集市，市场的摊位沿着
铁道摆放，有许多便宜
的水果和新鲜蔬菜。每当
有火车驶来，车站就会发
出鸣笛警告，摊主们便收
起摊位，等火车通过。火车远
去，摊位重新摆好。

海边康养 配专业管家服务

网红景点 不专属于年轻人

边游边养 该耍的一个不落

美攻铁道市场

富贵黄金屋

大皇宫

华欣火车站

华欣美塔法来华欣美塔法来
度假酒店度假酒店

18782111808
13882200559

咨询
热线

成都拟规范“共享单车”：
车辆运营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
同时出台新规：共享单车闲置超120小时需回收，否则视为丢弃

不发展共享电动自行车

《征求意见稿》提出，共享单车是
绿色出行和慢行交通系统的重要组
成部分。成都市发展共享单车的原则
是，共享单车发展规模应与市民短距
离出行需求、城市空间承载能力、道
路资源与停放设施承载能力相匹配，
根据全市非机动车发展规划及停放
秩序状况，进行总量调控和配额管
理，对车辆投放实行动态平衡。

成都市共享单车发展定位为，
坚持优先发展公共交通，规范发展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积极推进城市
慢行系统建设，鼓励绿色低碳出行，
建立完善多层次、多样化的城市出
行服务系统。其中强调，不发展互联
网租赁电动自行车。

车辆运营年限最长不超过3年

从事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服务的
经营者应当为用户购买人身意外伤
害保险；服从成都市车辆投放配额
管理；配备与车辆投放规模相匹配
的车辆周转停放场地，原则上车辆
周转停放场地容量不少于车辆投放
量的三分之一；投放车辆不得设置
商业广告；车辆运营年限最长不超
过3年。

运营企业对违规停放车辆、车
容车貌维护负有管理与清理责任，

企业应按不低于每200辆互联网租
赁自行车配备1人、每2000辆互联网
租赁自行车配备1台调度车的标准
建立专职运维调度队伍或按此标准
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运营维护和清
理转运。

开立用户押金、
预付资金专用账户

《征求意见稿》中强调，运营企
业要落实用户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
制度，对违规用户采取提醒、增加用
车成本直至限骑、禁骑等方式，规范
用户用车行为。推进互联网租赁自
行车行业信用评价体系及信用平台
建设，实现运营企业信用数据与政
府信用信息平台的信息互通，加强
对运营企业和骑行者的信用监管，
形成“以信用促服务，以信用治乱
象”的激励惩戒机制。

同时，运营企业应健全车辆全生
命周期管理机制，建立绿色回收体
系，鼓励企业与第三方专门机构合作
对报废车辆开展绿色回收和循环再
利用；企业退出运营前，应当向社会
公示，退还用户押金及预付资金，并
完成所有投放车辆回收等工作。

鼓励企业推行免押金、实时退
还押金等方式提供服务。收取用户
押金、预付资金的，企业须按照有关
规定开立用户押金、预付资金专用

账户，实施专款专用，资金由银行存
管，并公示押金与预付资金退还时
限，及时退还用户资金。

用户规范：
骑车不得载人、加装儿童座椅

此外，《征求意见稿》中还对用
户用车行为提出规范，用户应自觉
遵守道路交通安全、城市管理的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及服务
协议约定，爱护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和停放设施，自觉维护环境秩序；不
得违反规定载人，不得擅自加装儿
童座椅等设备；做到规范用车、文明
骑行、有序停放；未满12周岁的儿童
禁止使用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公众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和途径
提出反馈意见：

一、电子邮箱
以正文或附件形式发送电子邮

件至电子邮箱：cdjwysc@126.com ，
请在邮件主题中标明“规范互联网
租赁自行车发展实施意见的建议”。

二、信件邮寄
以信件或快递形式邮寄至：成

都市高新区交子北二路17号成都市
交 通 运 输 局 综 合 运 输 处（邮 编
610041），请在信封上注明“规范互
联网租赁自行车发展实施意见的建
议”字样。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严丹

11月5日上午，成都交投集团
上线《成都面对面·党风政风热
线》，对这些市民关心问题进行回
复，预计明年5月，市民即可在成
灌线体验刷天府通乘坐高铁。

三环路改造：
三环路主辅道出入口减少
出行记得提前导航一下

“目前整个三环路的出入口
在调整中，出入口减少了很多，出
行记得提前导航一下。”成都交
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姜
克锦在现场，对三环路扩能提升
工程进展情况进行回复。

据介绍，经过一年的努力，三
环路改造已基本完成11座互通立
交的改造，改造以后全线形成28
座互通立交。4个辅道断点贯通，
新增9座过街人行天桥，3座机动车
跨三环的跨线桥。并且，将原辅道
拓宽50厘米，拓宽后的道路设置4
个车道，其中一条为公交专用道。

经过一系列改造，目前三环路
的日均流量已经由2017年改造前
的 74624 辆 ，提 升 到 了 现 在 的
89901辆，高峰日超过了10.2万
辆，流量增长20%。

公路客运：
正在推进构建区域统一的
道路客运信息服务平台

公路客运方面，成都交投集
团正在推进构建区域统一的道路
客运信息服务平台。“构建这个平
台将实现对各个车站的全面联
通，和站外的各运输公司全面联
通。”据成都交投旅游运业发展
有限公司总经理罗璋平介绍，届

时，乘客可以在线上实现购票，看
到坐哪一辆车，在线下可以定点
定时上车，在线上人车配载之后，
通过软件系统和公众号就近方便
上车。罗璋平说，“旅客在网上购
票之后，不用再到车站去乘车，能
够就近乘车。”

铁路公交化：
新买的十组新型城际动车组
已在成灌和成蒲铁路上投入运行

据介绍，成都市进行的市域
跌路公交化大致分成两期，第一
期对成灌铁路进行了公交化改
造，今年9月已经取得了国家铁路
总公司和四川省人民政府对可研
的批复。同时，今年新买的十组新
型城际动车组，也已经在成灌和
成蒲铁路上投入运行。

下一步，将对车站中设备进
行改造，包括闸机的改造。

犀浦站作为地铁2号线，与成
灌线铁路的接驳点，其早已实现
了地铁和国铁之间的同台换乘和
安检互信，下一步仅需要对闸机
进行改造，达到票制协同即可实
现刷天府通卡坐成灌高铁，该改
造预计在明年5月份之前实现。

第二期，成都交投集团将对
成都既有的铁路环线，包括火车
北站、东站、南站、西站，利用其富
裕运力做全面的公交化改造，设
计为日均发行动车数达到每天
119对，基本和地铁的发车的频率
接近。目前整个项目正在做可研，
争取在今年年内能够通过国家铁
路总公司和省上的批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严丹 摄影报道

11月5日，记者从成都市城管委获
悉，市城管委、市交通运输局、市公安
局、市商务局联合出台了成都市首个
单车巡查清运回收管理办法——《成
都市废旧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巡查清运
回收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哪些单车应该清运回收，具体由
谁回收，未按时回收会有什么后果等
问题，《办法》都作了明确的说明。

《办法》适用于成都天府新区、成
都高新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
侯区、成华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新
都区、温江区、双流区、郫都区范围内
的单车管理，其他（市）县参照执行。

在上述区域，根据《办法》，应清运
回收的单车包括：不能正常骑行使用
的单车，如软件出现故障的，座椅、菜
篮、链条、脚踏板、太阳能板等硬件坏
损或丢失的；可以骑行，但车身脏污、
破旧，影响骑行体验和市容市貌的单
车；长期闲置（超过120小时）未使用的
单车以及违反本市单车管理相关规
定，需要统一清运回收的单车。

另外《办法》指出，运营企业应建
立单车常态化巡查清运回收制度和单
车报废制度，在本市运营期间，必须安
排专人和车辆对本企业符合回收标准
的单车进行清运回收，并设置能够满
足清运回收要求的维修仓房和报废仓
库，必须有正规的报废回收利用渠道。

同时属地政府应建立单车巡查
监督机制，发现符合回收标准的单车
立即通知运营企业，运营企业应在3小
时内进行回收。如运营企业无正当理
由未按时进行回收，可视为运营企业
主动丢弃，属地街道办事可委托有资
质的再生资源回收公司进行回收。

若运营企业未认真履行清理义
务，留下的单车长期闲置在街面，成为

“无主车”“僵尸车”影响市容秩序，政府
部门将根据相关协议授权条款委托有
资质的再生资源回收公司进行处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叶燕

更加便利
成灌线刷天府通坐高铁
预计明年5月可实现

近日，记者从成都
市交通运输局获悉，为
促进成都市互联网租赁
自行车规范有序发展，
《成都市关于规范互联
网租赁自行车发展的实
施意见（征求意见稿）》
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
为2019年11月24日。

运营企业
接到回收单车通知后
应在3小时内进行回收

本报资料图片

成灌铁路公交化动车组“天府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