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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11缺牙援助热线：

种植牙可享专项援助
为帮助长期被口腔疾病困扰的市

民，96111开通“爱牙热线”，解答市民
牙齿问题。通过热线了解到，牙龈红
肿、牙疼、牙齿松动、牙齿缺失、牙齿不
齐、孩子蛀牙等问题比较集中，“爱牙
热线”也邀请牙科医生对这些问题做
了解答。

爱牙日公益援助
为践行全国爱牙日“口腔健康，全

身健康”的宗旨，传达了口腔健康的重
要性，96111爱牙热线特启动“百万公
益援助计划”，市民可拨打96111预约
参加活动，申请免费口腔检查、种植牙
专项援助。

福利：种植牙享援助价
很多缺牙市民表示：活动假牙易

刺伤舌部和牙龈，还容易掉落，吃东西
嚼不动。而种植牙不仅创口小，出血
少，仅需很短时间就可种植一颗好牙，
种牙后，不管是咀嚼能力还是外观都
可媲美真牙。

在爱牙援助期间，市民可预约申
请种植牙包干援助价：含进口牙根、基
台、牙冠在内。缺牙半口/全口的，种
植2颗/4颗可恢复，省钱又好用。

爱牙日，你需要的护牙常识
首先，选对牙刷牙膏，正确刷牙。

建议选择软毛刷及含氟牙膏，每天早
晚清洁牙齿。其次，配合牙线清洁牙
齿，定期洁牙。最后，定期到检查口
腔、牙齿，以免耽误最佳治疗时机。

援助申请电话：
市民热线 028-96111。免费

检查名额，先约先查。

承载着众多小伙伴童年美好记
忆的“新华公园”即将迎来蝶变。9月
10日，成都市成华区文旅体局对外发
布信息称，已运行 24 年的新华公园
提升改造规划设计方案通过审批，公
园将于 2017 年 9 月开始实施全面改
造，预计今年 10 月底前完工。目前
施工方已进场，新华公园管理处提醒
广大市民，改造施工期间请尽量避免
到公园游玩。

青白江推进
清白文化进企业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席秦岭 见
习记者 罗田怡）“思源青白江，誓做清
白人”“一清二白，以江明志”……走
进成都青白江区内的盛华世代投资有
限公司，大门口的清白文化展板格外
醒目。今年以来，青白江区把清白文
化建设作为廉洁守法诚信活动的重要
内容，深入推进清白文化进企业，着力
构建“清”“亲”政商关系。

为把清白文化宣传到人，让清
白之风深入人心，青白江区号召企
业内部层层签订承诺书，落实廉洁
自律责任。截至目前，已签订责任
书100余份。

为推动清白文化建设，在企业中
形成良好的廉洁之风，青白江区专门
制定《清白文化进企业活动方案》，
把清白文化建设与廉洁守法诚信建
设和民营经济“两个健康”结合起
来，与提高企业家对廉洁的思想认识
和企业自身的社会形象结合起来，对
企业经营者提出“清白从业，干净经
商”的理念，对企业员工提出“清白
做人、干净做事”的要求，让企业领
导和员工在工作学习中自觉接受清
白文化教育。

今年以来，青白江区已组织召开
企业协调会4次，组织企业家沙龙2
场，开展警示教育2次，廉洁讲坛 6
次。通过健全完善清白文化建设会议
协调制度，组织企业家们讨论交流清
白文化建设对企业发展的意义，引导
企业及其职工强化廉洁自律、诚信合
规、遵法守法意识。

接下来几天
气温将热上30℃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云
层退场，太阳回归，抓住夏天的尾巴，
气温拼命挣扎。9月10日，盆地西部
多地气温重回30℃以上，从11日起，
盆地东部也将摆脱雨水的纠缠，加入
阳光战队。一直要到14日，盆地都会
保持晴朗的好天气，不过，热也是在所
难免的。

9月8日晚上开始，雨水卷土重
来。8日20时-9日20时，达州出现
区域性暴雨，全市246个站点达到暴
雨，59个站点达大暴雨，主要集中在
万源、大竹，最大的降雨出现在万源草
坝，达到199.5毫米。而暴雨也已造
成国道347线（万源境内）多处路段出
现塌方，河道水位明显上涨，部分乡镇
存到公路也出现落石、滑坡。

成都在8日晚上下了雨后，天空
低迷了一天，云层遮住天空，空气凉
凉的。不过，这次“不良情绪”没有
持续太久。10日，蓝天回归，阳光上
线 ，成 都 最 高 气 温 也 从 9 日 的
26.5℃，一下跃升到31℃。这一天，
盆地西部多市都雨过天晴，气温迅速
回升至30℃以上。

新的一周，太阳也有个崭新的面
貌。从11日开始，此前被雨水纠缠的
盆地东部也要加入阳光战队，盆地各
市多云间晴，最高气温：30-33℃。之
后几天，阳光持续在线，夏天的感觉又
将回归，不过早晚比较凉快。

好天气一直要持续到14日。据
四川省专业气象台预计，14-15日，盆
地西部、南部和中部的部分地方有中
到大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14-16
日大部地方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到
中雨，其中，攀西地区局部地方大雨到
暴雨。

自贡的釜溪河复合绿道、南充的西山、
眉山的三苏湖、德阳的东湖山……8 月 17
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在全川范围内，
发起“晒晒身边那片‘绿’，共绘四川最美‘绿
地图’”的推荐评选活动，引来广大网友的火
热互动，一股“城市绿”的推荐热在全川范围
内掀起。

截至 9 月 10 日，数万网友参与了身边
“绿”的推荐活动，目前共有10个地市的39
片“绿”上榜。这些“绿”遍布川内各地，属于
四川人自己的“绿地图”已见雏形。

需要提醒网友的是，该活动的推荐时间
仅剩最后 5 天，如果你心仪的“绿”还未入
榜，就赶紧晒图推荐吧。

“绿”的分布
10市州推荐39片“绿”

活动开展近一个月来，得到数万名网友
的热情支持，来自川内多个市州的市民，通
过拨打热线、微博、封面新闻客户端等渠道，
踊跃推荐身边的湿地、公园、绿道等“绿色”，
分享“绿色”对城市环境和市民生活的影响。

截至9月1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共收到网友推荐的 10 个市州共计 39 片

“绿”。成都上榜数量最多，共有29处。其
中，成都市区有17处，新津县5处，都江堰市
6处，崇州市1处。

除此之外，自贡釜溪河复合绿道、达州莲

花湖湿地公园、泸州张坝桂圆林、攀枝花东区
凤凰花公园、南充西山和南门坝、德阳东湖山
公园、眉山东坡区三苏湖、宜宾长江公园、雅
安汉源等地著名“绿”也在被推荐行列。

39片“绿”分布全川东南西北，属于四
川的“绿地图”已现雏形。

“绿”的类型
公园、绿道、景区“三足鼎立”

根据“绿”的特点、定位等标准，这39片
“绿”可大体分为5类，分别是湿地、城市公
园、景区、绿道和创意园。其中，湿地有4
处，创意园1处，公园、绿道、景区数量相当，
分别有13处、10处和11处，这3类“绿”也
占到总量的8成以上。

位于城市核心区域的大小公园，成为市
民最常接触的绿色。在被推荐名单中，成都
锦江区东湖公园、望江楼公园，德阳的东湖
山公园，南充的南门坝生态公园，都是深受
市民喜爱的城市公园。

同时，城市中新增的绿道，也成为市民
休闲、娱乐的新宠。成都的锦江、清水河畔，
自贡的釜溪河复合绿道，成双大道沿线绿
道，都为当地市民所称道。

此外，依托川蜀之地丰富的历史文化古
迹，许多自然风景优美的“绿”，在其周围蔓
延。在网友推荐名单中，景区数量高达11
处，新津县纯阳观、都江堰市宝瓶口、南充的
西山，都是依托景区生成的“绿”。
“绿”的打开方式
休闲、健身各取所需

城市中出现的一片片绿色，不仅可以净
化空气、调节气候、减少噪音、美化环境，同
时它也是当地市民的后花园，为人们提供了
休闲、健身的空间。

在此次连续报道中，许多市民向记者讲
述了城市“绿”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成都73岁的刘伯伯，几乎每天下午都
在望江楼公园的竹林间练习空竹、花棍，在
他眼里，这里地面柔软、不见阳光，是“全国
抖空竹最好的场地”；南充的西山，则让徒步
成为一种流行，当地目前已有七八个专业徒
步俱乐部，每天在西山都能看到徒步爱好者

的身影；成都的锦江边、清水河畔，以及大小
干道沿线的绿道，都是健身爱好者跑步的钟
爱场地。

除了运动健身，更多的市民把城市“绿”
作为饭后散步、假日休闲的首选之地。这里
往往看山见水，还有适量食饮、娱乐设施，全
方位为市民提供乐享安逸的条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曹菲

39片“绿”上榜 四川“绿地图”现雏形
@全川网友：抓住最后5天机会，赶紧晒出身边“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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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参与方式：

下载并登录封面新闻APP客户端，
点击右下角的“我的”，进入蜂蜜club，
找到“晒晒身边那片‘绿’，共绘四川最
美‘绿地图’”活动专题，按照评选规则
填写推荐页面。

活动时间：

8月17日至10月1日。其中，8月17
日至9月15日为推选阶段；9月16日至
10月1日为投票阶段。

拨打华西都市报热线028-96111，
推荐心中最美“绿”；

发送新浪微博携带话题#共绘全川“绿
地图”#，并@华西都市报进行推荐；

在封面新闻客户端专题栏目下进
行评论或留言。

参与途径：

1
2

3

4

5

6

7

上传资料至推荐通道；

选择所在区域；

填写真实有效的姓名、联系电话；

上传身边“绿”的照片（彩色，2M以内）；

用3到5个词语描述推荐“绿”的特点；

填写50字以内的推荐理由；

待后台审核完毕自动生成专属推荐页
面，视为推荐成功（约2-3个工作日）。

推荐程序：

“共绘四川‘绿地图’”活动推荐时间只剩5天！

“共绘四川‘绿地图’”活动介绍

引入世界顶尖级都市自行车世锦赛
陪伴成都人24年的游乐城就此告别

新华公园10月底全新亮相

近日，前往新华公园散步游玩的居民们
都能发现，在公园大门一侧，立着一块告示
牌，上面写道：“新华公园自1993年4月20
日建成开放以来，已运营24年，目前公园地
下管网锈蚀、园庭设施陈旧，游乐设备老化，
植物景观过时。为给广大市民和游客提供
一个环境优美、干净整洁的休闲健身场所，
成华区委区政府将对新华公园进行提档升
级改造，对UCI都市自行车世界锦标赛场地
进行建设……施工期间，请尽量避免到新华
公园游玩……预计施工时间为8月1日至
11月1日。”

从新华公园南大门进入，沿着小径往左
走，就是游乐城。这在不少80后、90后成都
人的童年记忆中，占有着重要的一席。

9月10日，记者再次前来探访时，公园
内所有游乐项目都已停业。往常热闹喧嚣
的公园安静了许多，所有的游乐设施，都被
围了起来，贴上了封条以及“项目拆除中 禁
止入内”的牌子。

“小时候我们都在这里耍，现在这里的
生意慢慢变差了，平时耍的人不多。”家住新
华社区的游先生说。据新华公园相关负责

人介绍，新华公园里的游乐设施近年来逐渐
老化，存在诸多问题。但对于新华公园而
言，游乐区域内出租的游乐项目、商业项目
之前一直是公园收入的主要来源，因而一直
存在至今。对于不少成都人来说，新华公园
游乐园是儿时记忆里重要的游玩场所之
一。从 1993 年开园以来，每到周末、节假
日，这里都会聚集很多小朋友，充满了欢声
笑语。

“还是有些遗憾！这么多年了，这里一
直是成都人最常去的场所之一，它承载了
我们太多美好欢乐的记忆。”看到游乐城
即将关停的告示后，不少市民纷纷进去找
寻过去美好的回忆，有的市民还拿出手
机，以游乐园为背景，拍下这即将消失的
景致。

虽有不舍，但大部分的居民对此次改
造仍然充满期待。“时代在进步，公园也应
该跟着时代的步伐前进。”刚刚退休的苏
金大爷说，自己每天都会去新华公园散
步，虽然心中也有不舍，但更期待焕然一
新的公园新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想玲

据介绍，此次新华公园改造，还将引
入一个世界级运动项目。结合新华公园
提档升级整体改造规划，开创“运动休闲
式”公园模式，通过引入“国际自行车联
盟（UCI）都市自行车世界锦标赛”落户新
华公园，打造“文化+体育+旅游”一体化
城市品牌。

该赛事是UCI创办的世界最高级别
的“都市自行车运动”赛事，由小轮车场
地技巧世锦赛、山地自行车越野世锦赛
及山地自行车障碍攀爬世锦赛等三个项
目的世锦赛组成。赛事定于每年11月8
日至11月12日举办，是全球规模最大、
难度最高、观赏性最强的都市运动赛，也
是专门为全球青少年打造的都市自行车
运动盛会。

成华区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赛事

的场地搭建将与新华公园的整体改造
充分有机结合，不破坏公园内的原有
乔木。赛事中山地攀爬和小轮车技巧
赛区域设施用地拟在公园现有的游乐
场及部分广场处，约8000平方米，永久
保留区仅占800平方米，比赛结束后将
作为青少年小轮车、滑板、花式轮滑等
爱好者的锻炼场所，其余均为临时搭
建区域，为期5天赛事结束后，将予以
拆除，并按原貌进行恢复。山地车越
野赛道均是利用公园内现有地形进行
搭建。

“相信本次赛事的成功举办将丰富
成都市全民健身内容，提升城市时尚、绿
色、健康的独特魅力。”成华区有关负责
人表示。

新华公园位于成都市成华区双林路
87号，占地面积 150亩，1988年筹建，
1993年4月20日开园，2001年5月1日
实行免费入园，2004年10月由成都市林
业园林局移交成华区城管局管理，2011
年被市政府确定为成都应急避难场所，
现日均人流量达1万余人次，是集休闲健
身娱乐为一体的公益性综合公园。

成华区文旅体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新华公园开园运行24年以来，已成为市
民娱乐休闲的重要场所。但随着时间推
移，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城市功能品
位的提升，新华公园的基础设施和配套
功能已显老旧，不能满足市民需求和城
市发展需要。此次新华公园提升改造主
要包括加强公共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提

升公共服务功能、景观绿化、水体整治等
方面。

按照改造方案，继续保留园区内
所有乔木，如确需移栽将按照“木不出
园，就近移栽”的原则，绝不野蛮施
工，保证树木的存活。同时，提档升级
后的新华公园在现有基础上将增加绿
化面积约1万平方米，增加水体面积约
1200平方米。“公园内原出租的经营用
房在租赁期限到期时，也将陆续收回，
建设成为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用房，提
升公共服务功能。”这名负责人表示，
该项目的整体改造不改变公园用地使
用性质及功能，且在景观绿化、水体整
治方面将有更大品质提升，改造后将
继续免费为市民开放。

变身
改造 新增绿化面积约1万平方米

新增水体面积约1200平方米

提档
升级 引入都市自行车世锦赛

定期每年11月举行

新华公园新华公园
2424岁游乐岁游乐城城

即将消失

探访
记

8月2日，成都新华公园游乐场的游乐项
目已经关闭，等待拆除。 摄影刘陈平

新华公园改造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