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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电瓶车安全
“上锁”

智能充电车棚
自动检测充电量
充满自动断电
“去年夏天，小区各个通道、单元
楼下摆满了电瓶车，现在已经一辆都
看不到了，电瓶车进电梯的情况也没
有了。”对于鑫苑名家小区业主来讲，
这是小区发生的一大直观改变。
变化得益于小区针对电瓶车停
放和充电所进行的一项智能化改造
——电瓶车智能充电车棚建设。小区
物业工作人员郑女士说，通过这一改
造以及对业主们的上门劝导，现在已
经完全解决了小区内电瓶车乱停、乱
放的问题。
近日，在小区地下停车场，记者
探访了“智能充电车棚”。在现场，电
瓶车整齐地停放在墙边，部分车辆正
在充电。
郑女士向记者介绍，车主将充电
线连接好后，需要扫码或刷卡才能开
始充电。充电过程中，系统会对充电
情况进行检测。检测到电量充满时，
会自动断电。
“ 可避免过度超长时间
充电。很多电瓶车燃烧事故都是过度
充电导致的。
”
郑女士介绍，这里的充电插座正
在进行升级。以前的插孔，智能性、安
全性等各项指标有所欠缺，现在逐步
更换了新一代产品。新产品一是减少
插座头，避免充电时充电电源线交
叉；二是新的插座可以检测电瓶车电
瓶有无短路现象，若有的话，将无法
自动充电。

承接“全国城市社科院第 32 次院长会议”
培养梯度型、复合型研究团队

电梯中左边摄像头为
安装的智能阻车系统

电瓶车固定车位

智能阻车系统

电瓶车一进入，电梯就需重启

离开地下停车场时，
记者发现，
在地下停车
场出入口处有两个
“T”
字形栏杆。
郑女士介绍，
这
是为了防止电瓶车通过地下停车场进入电梯。
此前，
为了防止电瓶车进入电梯，
物业曾在电
梯两个角落安装铁质栏杆，
但没能取得效果：
“大
电瓶车进不来了，
但小电瓶车一样在上电梯。
”
2021 年 7 月左右，鑫苑名家小区物业在小
区 58 部电梯中，
安装了 52 套智能阻车系统。
据郑女士介绍，电梯智能阻车系统成本每
个 2000 元左右。也就是在电梯里一个摄像头
中安装一块智能芯片，当检测到有电瓶车外形
的物体进入电梯，电梯会立刻熄灯并停止运
作。
“需要我们物业过来，
才能将它重新开启。”

“智慧
智慧+
+”
管理

郑女士说，在安装智能阻车系统的同时，
小区物业还在小区电梯广告屏上，不断播放相
关宣传片，
并在小区业主群中每日发布提醒。
“这之后，电瓶车不可能再上楼了。”郑女
士介绍，装置安装的第一个月里，曾有业主尝
试将电瓶车推入电梯，但在电瓶车进入电梯的
一瞬间，
电梯立刻就熄灯了。
“业主的安全意识也在提高。他们如果看
到有人将电瓶提上楼，大多会向我们举报。或
者我们在监控中看到了，也会上门对该业主进
行劝导。”郑女士说，现在已经没有业主将电瓶
提上楼了。小区居民也表示：
“现在确实看不到
有电瓶车进入电梯了，
这样更加安全。”

电瓶车火患降至 0 起

鑫苑名家小区的电瓶车管理只是一个缩影。
成都市锦江区成龙路街道工作人员荔先
生向记者介绍，成龙路街道目前已经完成辖区
小区院落 90 个电瓶车棚智能化改造全覆盖和
300 余部电梯智能阻车系统的安装运行，共计
安装充电设备 2500 个，可同时为 9000 多辆电
动自行车充电。现在，因电瓶车充电引起的火
灾从 2019 年的 7 起降至 0 起。
荔先生表示，
此前，
辖区内小区中电瓶车存
在的问题主要有 4 点：电瓶车上楼、飞线充电、
乱停乱放以及充电棚没有智能设备。为了规范
电动自行车管理，
从源头消除安全隐患，
提高市
民安全感、幸福感，街道办开启了“智慧+”管理

探索，
全力助推智慧韧性安全城市建设。
针对电瓶车上楼的情况，通过在电梯中安
装梯控系统来加以控制；
对飞线充电、
乱停乱放
以及充电棚没有智能设备这 3 点问题，在小区
中修建电瓶车智能充电停车棚来加以解决。
据了解，在成龙路街道，除了鑫苑名家小
区，其他小区如四海逸家、卓锦城五期等小区，
也都安装了梯控和智能充电停车棚。
荔先生说，接下来，会加强对电瓶车棚的
自动化、规范化管理，同时对智能充电设备进
行升级改造。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实习记者 胡恒瑞

哪里有成都市民，
哪里就有
“四季风”

融入生活
用文化塑造幸福日常
2021 年 的 上 千 场 活 动
中，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
2021“ 成都文化四季风·
欢歌庆秋”群众歌咏荟演，是
成都市首届邻里艺术生活季
的重要组成部分，活动特意
将舞台搬到社区，在户外搭
建起一个开放性舞台，让更
多社区群众参与到活动中
来，把更美好的文艺成果送
到社区中去。
2021“ 成都文化四季风·
劲舞暖冬”群众广场舞展演，
去年 10 月启动持续至 11 月底
结束，共在全市组织开展了
35 场展演活动，吸引了 576 支
社区代表队、9944 名选手积
极参与，引导市民用舞蹈讲述
百姓故事、反映多彩生活。
据成都市文化馆相关负
责人介绍，从 2011 年开始，按
照“打造群众文化活动大品
牌、搭建群众文化活动大平
台、促进群众文化活动水平
大提升”的思路，以遍布城乡
的 600 多个文化广场为活动
场地，由下至上，在全市持续

在新型智库深耕工程方面，成都市社科联将进一
步加强与中国社科院等高端智库的合作，共建研究基
地和调查基地，探索创新智库协作机制，提升智库研
创能力，
产出高质量智库研究成果。
同时，围绕“公园城市示范区建设”
“ 超大城市治
理”
“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 成都都市圈建设”
“共同富裕”
“ 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
“ 碳中
和碳达峰”等开展重大课题调研，形成系列成果。出台
《社科成果要报管理办法》，探索多渠道成果转化与科
研激励机制。
在学术交流上，成都市社科联还将承接召开“全
国城市社科院第 32 次院长会议”，参与组织公园城市
论坛、成都都市圈论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论坛。
在人才队伍聚力工程方面，成都市社科联将实施
“名家优选计划”和“青年人才雏鹰计划”，遴选一批首
席专家和一批社科中青年骨干，推动培养梯度型、复
合型的研究团队。并鼓励推进高校、科研院所、智库等
研究机构的社科创新团队建设，
推进社科创新研究。

□ 到 2025 年
建成 50 个高水平的社科研究基地
建设 500 人以上社科专家人才库
未来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将如何发展？
《成都市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
（征求意见稿）显
示，到 2025 年，社科总体发展水平将与超大城市和国
家中心城市的地位相匹配，努力建设“研究成都、服务
决策、传播思想”
的理论高地和智库高地。
在智库发展上，成都将建成 50 个高水平的社科
研究基地，争取更多国家和省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
究基地落户成都。重点建设 10 家机制健全、运转高
效，有效服务于成都新时代改革发展，在省内乃至国
内有较大影响力的新型智库品牌。
在社科普及上，成都将建设 50 个高水平市级社
科普及基地，打造 3～5 个联系服务群众的“社科体
验馆”。
在人才培育上，成都将培养引进一批重点领域的
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领军人才，建设 500 人以上覆盖各
学科领域、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社科专家人才库。
在对外交流上，成都将举办 3～5 个有影响力的
国际化高端学术论坛或全国性学术会议、智库交流会
议等。
值得关注的是，
《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
五”规划》
（征求意见稿）还明确，将在构建特色学科体
系方面打造特色品牌学科，品牌学科重点项目包括
“公园城市建设”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成都都
市圈建设”
“超大城市治理研究”
“成都市历史文化研
究”
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成都永陵博物馆
门票可网上预约了

深入开展“成都文化四季风”
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广场民俗
表演、音乐鉴赏、合唱比赛、舞
蹈竞技已成为城乡群众活动
广泛参与的经常性活动，在全
市形成了“社区天天有活动，
街道周周有集会，区县月月
有赛事，城市季季有晚会，全
市年年有节庆”的生动局面。

近日，记者从成都永陵博物馆处了解到，为进一
步提升服务质量，做好新冠疫情防控工作，关注该馆
微信服务号“成都永陵博物馆”即可进行门票网络预
约。可提前 1 天（含当天）预约，每天限额 300 人，约满
为止。预约成功后，在预约时段内凭身份证、健康码、
预约码，测量体温无发热、咳嗽等症状后即可购票入
馆参观，
参观中全程佩戴口罩并保持参观距离。
目前永陵博物馆门票网络预约系统仅提供个人
网 络 实 名 制 预 约 ，团 队 预 约 请 前 往 该 馆 官 方 网 站
（http：
//www.cdylbwg.org/index.aspx）填写相关信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曾琦

扎根基层
成就每个艺术梦想
“我们在全市举行的各类
比赛活动，参赛队伍必须是从
基层单位（村和社区、厂矿企
事业单位、大中专院校等）开
始，自下而上，层层开展，层层
选拔推荐，获胜方能代表本地
参加区（市）县的比赛（预赛），
22 个区（市）县通过组织比赛
推荐队伍参加全市的系列群
众文化活动复赛、总决赛和集
中展演。层层开展、层层推荐，
确保了城乡群众的广泛参与
性。”成都市文化馆相关负责
人介绍道。
深入基层、定期开展的群
众文化活动，
为全市各级各类
群众文艺队伍提供了展示、交
流的平台，到 2021 年底，
“成
都文化四季风”已培育文化
馆、站、中心各级在册登记的
文艺团队 4680 支。其中，四季
风女声合唱团在文化部公共
文化司主办的“第十九届‘永
远的辉煌’全国老年合唱节”
获得展演奖、肖家河社区合唱
团在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主
办的“四川省第四届群星合唱
展演”中获得第二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任宏伟 图据受访者

1 月 14 日，成都市社科联第五届理事会第三次会
议暨 2021 年度全市社科工作交流会举行。会上，成都
市社科联（院）党组书记、副主席、院长姚凯向理事会
报告了《成都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21 年工作总结
及 2022 年工作要点》，提出将在 2022 年实施“思想引
领铸魂、新型智库深耕、社科普及培根、社科组织凝
心、人才队伍聚力、机关建设增效”六大工程。会议还
审议了《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
规划》。

□ 2022 年

深入基层，
去年举办活动1159场

把每一个基层文化设施
和每一个文化广场变成一个
宣传站、一个报名点、一个群
众舞台，哪里有市民，哪里就
有“ 四 季 风 ”。从 2011 年 起 ，
“成都文化四季风”系列群众
文化活动循环推出，常办常
新。记者从成都市文化馆了解
到 ，2021 年 ，成 都 市 共 举 办
“成都文化四季风”活动 1159
场 ，吸 引 了 社 会 各 界 群 众
151.16 万人次直接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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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5年
成都将建设500人以上
社科专家人才库

这个街道办因电瓶车充电引发的火险从此为“零”
近年来，由电
瓶车引发的火灾
事故频频发生。其
中，电瓶车违规进
入电梯、在家中充
电等行为更是带
来了严重的安全
隐患。
消防部门的统
计数据显示，在住
宅火灾中，电瓶车
引发的火灾事故占
比不断增加。在这
些事故中，80%的
火灾是在充电时引
发的。事故背后，电
瓶车违规充电、违
规停放等现象最为
突出。
为了把电瓶车
充电带来的安全隐
患降到最低，成都
市锦江区成龙路街
道可谓下了一番功
夫。通过“智慧+”管
理手段，对辖区多
个住宅小区停车棚
进行智能升级改
造，并在电梯加装
智能阻车系统，从
源头消除安全隐
患，提高市民的安
全感、幸福感，全力
助推智慧韧性安全
城市建设。
“现在因电瓶
车充电引起的火灾
已经从2019年的7
起降至0起。
”街道
办工作人员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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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文化四季风”
活动现场

高质量低票价
“乐动蓉城”
去年为成都市民演出 32 场

“乐动蓉城”
月末惠民音乐会
2021 年 12 月 15 日晚，成都民族乐团在成
都城市音乐厅举行了“2022‘ 乐动蓉城’新年
音乐会”。由国家一级指挥、成都乐团驻团常
任指挥曹波执棒，国家一级演员、成都民族乐
团首席贺超波担任乐团首席，成都民族乐团
的演奏员担任此次演出的乐队阵容，并邀请
青年歌唱家张宇、青年唢呐演奏家张云山、青
年竹笛演奏家邱峰参与演出……这场演出的

责编 李学莉 美编 吴卫 陈亦乐 校对 田仲蓉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完美闭幕，也意味着 2021“ 乐动蓉城”月末惠
民音乐会的落幕。
成都民族乐团副团长王海燕告诉记者，从
2021 年 3 月起至 2021 年 12 月止，乐团配合相
关部门策划、组织并顺利完成了 2021“ 乐动蓉
城”月末惠民音乐会项目演出场次 32 场。
“其
中，完成音乐厅驻场音乐会 12 场，完成进社
区、学校、部队等地小型音乐会巡演 20 场。现
场观看人数合计超过 1.2 万人次，网络直播平
台线上观看人数总计超过 35 万人次。”
作为成都市“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内
容的 2021“ 乐动蓉城”月末惠民音乐会，以“高
质量，低票价”吸引了众多观众，
“ 既保证了音
乐会的公益性，让更多市民走进音乐厅，又有
利于培养市民的文化消费习惯”。王海燕表示，
网络直播的方式也扩大了受众面，
“ 促进了乐
团服务增值提升，同时在疫情期间为广大市民
观众提供了欣赏高雅音乐的便利，获得了成都
众多市民的广泛好评”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图据受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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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5日零时起
成都重污染天气升级为橙色预警
1 月 14 日，记者从成都市大气、水、土“三大战
役”办公室获悉，根据 1 月 14 日省市空气质量预测预
报结果，自 1 月 15 日零时起，预测成都市 PM2.5 浓度
大 于 115 微 克 每 立 方 米 将 持 续 72 小 时 及 以 上 ，且
PM2.5 浓度大于 150 微克每立方米将持续 24 小时及
以上，根据《成都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20 年修
订）》相关规定，决定于 2022 年 1 月 15 日零时起将重
污染天气黄色预警升级为橙色预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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