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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花添彩
桃花大道连接成都简阳

9月，在简阳第三季度即将开
工的项目中，“花漫简州”增花添
彩项目在列。简阳市市政园林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花漫简
州”项目规划刚刚出炉，预计5年
内，简阳城市面貌将发生翻天覆
地的变化。

“花漫简州”规划中，简阳多
条大道将变成景观大道。

“从龙泉山，到贾家镇、石盘
镇一线，桃花已经连片形成规
模。”简阳市市政园林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说，成简快速作为一条旅
游快速通道，目前道路景观以杂
木和银杏为主，景观效果不佳。
为了延续龙泉山脉自然生态景
致，将提升成简快速通道两侧景
观带，成简快速周边浅丘地貌将
点缀桃花，一到春季，往返成都主
城区和简阳两地，将会欣赏到一
场桃花盛宴。

此外，简阳城区多条主干道
也将进行景观提质升级。按照规
划，简阳入城线雄州大道，将被打
造成花树大街，以蓝紫色、紫红色、
粉红色花乔为主，三色交替出
现。简阳人民路则将打造成彩叶
大道，金黄色、橙黄色的乔木为主。

喜迎
十九大
美丽四川行

“翻过龙泉山，沿线一直到简
阳城区，成简快速通道将变成一
条桃花大道。”9月12日，简阳市市
政园林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绿满蓉城，花漫简州”规划已经
出炉，成都“东进”过程中，“花重
锦官城”项目也将“翻越”龙泉山，
沿成简快速，蔓延至简阳城区。

“绿满蓉城，花漫简州”将于9
月正式启动实施，预计5年之内，简
阳将形成彩林大道、紫薇大道等景
观道路。此外，简阳还将新修10座
公园，提升城市绿地覆盖率。

“绿满蓉城，花漫简州”规划出炉

成都东来第一州
简阳将变身“公园城市”

增加绿地
规划新增10座公园

截至9月，简阳市区鳌山公
园已基本竣工。“里面将形成一
个芙蓉园。”简阳市市政园林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说，随着公园内
印鳌阁开放，“登上印鳌阁，可体
会古人赏芙蓉的意境。”

“为落实成都‘增绿十条’，
简阳规划新建10个公园，打造
山水园林宜居城市。”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新建10座公园包括
高铁公园、降溪河滨河公园、放
生坝亲水公园、沱江生态湿地公
园、葫芦坝生态湿地公园等，覆
盖简阳城区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成都东来第一州的简阳市将变
成一座“公园城市”。

按照计划，2017年将开工
建设松林公园、天星公园两个项
目 ，剩 余 的 项 目 将 在 2018
年 -2021 年陆续开建，预计
2022年底将全部完工。

花漫简州
3年初现“花园城市”

2017年，按照成都“东进”
战略部署，为实现从“两山夹一
城”到“一山连两翼”的城市空
间形态优化，将龙泉山从“生态
屏障”转变为“城市绿心”，简阳
成为成都东进战略的主战场。

“简阳作为成都市域内较
为独特的滨江城市，城市建设
理念也要‘东进’。”简阳市市政
园林管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后简阳新开工的建设项目，
都将贯穿“花漫简州”的城市建
设理念。“花漫简州”项目实施
时间为 2017 年至 2022 年，预
计3年后，到2019年前后，“花
漫简州”效果初现。

按照规划，除了道路景观
打造外，简阳城区过江桥体也
将挂上花篮，大型建筑楼顶、阳
台、立面也将植入花乔或树木，
围墙、裙楼等也纳入绿化计划，
实现城市绿化立体化，打造真
正的“花园城市”。

简阳市市政园林管理局
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简阳
城区花卉彩叶植物投影面积
只占绿地总面积的 3-8%，通
过“ 花 漫 简 州 ”项 目 ，预 计
2019将达到10-15%，2020年

提升到25%以上。“3年初现花
园城市效果，6年效果进一步
凸显，花卉彩叶装扮的城市成
为常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田雪皎

成简快速周边浅丘地貌将点缀桃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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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248期开奖结果：856，单选1260注，派奖期
间：单注奖金1440元，组选3，0注，派奖期间：单注
奖金500元，组选6，5248注，派奖期间：单注奖金
251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
2017107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32、30、08、
09、15、17，蓝色球号码：06。一等奖19注，单注奖
金5814695元。二等奖202注，单注奖金95787
元。滚入下期奖池资金368859616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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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同呼吸
12日空气质量

成都（16时）AQI指数 110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遂宁、康定、西昌、乐山、广元、巴
中、达州、攀枝花
良：广安、雅安、绵阳、内江、南充、泸州、自贡、
资阳、德阳、宜宾
轻度污染：眉山

13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5—103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受秸秆焚烧的影响，盆地部分城市空气质量等
级可能会提高一至两个等级。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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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11市民热线提醒：

种植牙可申请援助
你是否因为缺牙苦不堪言？佩戴假牙各种不

适？牙龈发炎、牙齿疼痛难忍？牙齿不齐影响美
观？……你是否也有关于牙齿的种种痛苦。

爱牙日，免费口腔检查
近日，由96111健康热线联合社会爱心单位主

办的“爱牙日·100万口腔公益援助项目”开展以来，
引起了市民对口腔健康的关注，很多市民报名参加
了本次援助活动，申请了免费拍片检查、多项援助。
本月16日、17日（周末）种植牙、牙矫正、美白等口腔
项目现场超低特惠，拨028-96111了解详情！

送福利：种植牙有援助
在爱牙援助期间，96111健康热线特别开通缺

牙援助绿色通道，通过028-96111报名的市民，可
预约申请种植牙包干援助价：含进口牙根、基台、
牙冠在内，能省不少钱。

缺牙危害多，优选种植牙
缺牙可导致面部变形、发音不清、牙槽骨萎缩、

咀嚼功能减退诱发胃肠疾病、影响邻牙健康等诸多
弊端，严重影响中老年人晚年生活质量及寿命。

种植牙具有诸多优势：稳固牢靠、舒适美观、
无异物感、不损伤健康邻牙、种植2颗/4颗能恢复
半口/全口缺牙，一经推出就受到缺牙市民青睐与
追捧。截至目前，已有上百名牙缺失市民通过“爱
牙日·100万口腔公益援助项目”申请了种植牙专
项援助。

援助申请电话：
健康热线028-96111。先约先查，每日20

个免费检查名额。

“十一”国庆黄金周的脚
步已越来越近，今年国庆长假
有什么新玩法呢？9 月 13 日
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将
派出 10 路记者，提前帮你打
探。

除了图文展示美丽四川
的美食美景外，10路记者将采
用融合报道的方式，利用直
播、短视频等全媒体手段，为
你全方位呈现我们新发现的
耍法和美食，带你一起直击四
川城市发展、感受特色小镇魅
力、欣赏路上美丽风景。

建队伍，强机制
系统谋划整改工作

6月以来，为高效高质推动
环保整改工作，华阳街道成立
环保督察迎检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相关工作方案，细化工作
职责，层层抓落实。成立专项
巡察小组，健全“双重”汇报工
作机制，由领导小组办公室建
立问题整改台账，挂账作战、销
号管理。同时，组建30余人的
环保问题快速应急处置队，抽
调机关90余人，与社区工作人
员组成28个巡察组，重点针对
辖区内油烟噪音扰民、水污染
治理、再生资源站点等居民反
映重点、难点问题进行巡察，共
发现环保问题406件，有效处
置环保投诉300余起，梳理并
督促整改再生资源站点71家、

“散乱污”企业13家、汽修（洗）
车场169家，做到问题底数清，
系统推进整改。

抓自查，重自改
持续改善环境质量

8月 13日，街道收到南湖
国际社区居民关于南湖水存在
污染问题的投诉。街道高度重
视，立即召开专题工作会对南
湖整改工作安排部署。通过采
取约谈相关管理公司限期整
改、督促园区内的6家餐饮企业
全部安装油烟净化器、隔油池
等系列措施，切实改善南湖周
边环境，提升周边居民居住品
质。目前，南湖湖水基本处于
循环状态。同时，对南湖空地
进行隔离，安排专人24小时巡
查，坚决打击在此非法采砂采
石、堆放建筑垃圾。

8月23日，街道接到悦城
小区居民投诉，称小区垃圾房
外墙破损严重，臭味难闻，垃圾
车作业声影响居民生活。街道
房管物业中心工作人员第一时
间赶赴现场核实情况，听取居

民意见，并迅速制定整改方
案。通过一手抓垃圾房周边环
境整治，一手抓市民宣传教育，
最大限度改善居民生活环境。
通过将垃圾清运车作业时间调
整成晚上8-10点，对垃圾房外
墙重新修建、粉刷，对周边绿化
带进行整修，加强对垃圾分类
知识的宣传，居民反映的垃圾
房问题得到有效整治。

为确保整改成效，巩固整
改成果，街道纪工委成立督察
小组，采用“不定期、不打招呼”
深入现场督察环保巡查，对巡
查不重视、整改不到位的巡查
小组、社区、责任相关办公室在
全街道进行通报批评，对发现
的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聚合力，促共建
共建共享和谐宜居社区

为持续改善城市环境品
质，街道建立“上下联动、力量

联合”工作机制。通过充分发
挥志愿者、网格员、广大群众
等力量参与环保督查整改作
用，对群众反映比较集中的油
烟扰民、噪声扰民、水污染、绿
地占用等重点问题联合监督、
整治。建立街道志愿服务中
心、社区服务站、志愿者服务
队、志愿者四级工作机制，组
建志愿者队伍131支，发展志
愿者 3万余名；成立一支 560
人组成的“红袖套”志愿者队
伍，在社区组建了和谐共建等
128个专业治理委员会，推选
产生小区代表 3700 余名、楼
栋长 1293名、街长 191名；利
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QQ
群、宣传栏等，宣传环保知识，
在小区（院落）悬挂环保宣传
条幅 16 条、发放环保倡议书
1000余份。共同为解决环境
问题、建设美丽华阳出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吴小红

综合整治得人心和谐宜居展新颜
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共建共治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纪实

志愿者参与环境整治。

国庆黄金周咋个耍
10路全媒体记者直播探营

9 月 13日起，10路记者
将奔赴全川多个市州，寻找当
地最具特色的景点、耍法和美
食。

我们将奔赴乐山市，现场
感受9月15日正式启动的“夜
游大佛”旅游项目，这里将利
用现代科技灯光技术重现乐
山大佛千年袈裟。我们将去
到北纬26度，在攀枝花芒果
之乡，感受芒果丰收的喜悦。
我们将赶往眉山蜂蜜生产基
地，探访养蜂家族全国追花，
奔波寻觅甜蜜的酸甜苦辣。

国庆前，有“川藏第一险”
的雀儿山隧道预计会建成通
车，我们将登上藏区高原，感
受大国工程带来的巨变。我
们将探访直升机制造工厂，为
你绘制四川通航地图。我们
也将解密“大国重器”——5万
千瓦航空发动机，感受中国制
造的“力与美”。

成都、绵阳、德阳、遂宁、
资阳、攀枝花、甘孜、阿坝、凉
山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将提前帮你打探，让你的
黄金周出行别有新意。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7107期开奖结果：
4179011，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15
注，每注奖金19815元；三等奖121注，每注奖金
1800元。（1208.2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248期开奖结果：
849 直选：2988（230）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
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7196（473）注，每
注奖金173元。（626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248期开奖结果：
84977 一等奖：22注，每注奖金10万元。（2.72亿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2017年是视频直播的爆发
年，据统计，每年观看直播的网
民超过1.3亿人次。封面新闻是
西部的第一家，也是全国仅有的
两家获得国家一类新闻信息服
务资质，拥有新闻原创采编权的
新闻客户端。封面新闻能提供

“技术+内容+互动营销”的多种
形式的服务。

早在去年10月28日，封面
新闻2.0 版本就推出了视频直
播的功能板块，截至7月底。封
面直播已经超过了500场。封
面直播的定位，主推的是“新

闻+生活”的直播。
9月 15日开始，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打探黄金周美景、
美食等，将全面运用直播等全
媒体手段。“川藏第一险”的历
史与今天，有着怎样翻天覆地
的变化？“夜游乐山大佛”，在江
上夜看大佛是一种怎样的全新
体验？直升机是怎样生产出来
的，生产车间是怎样的布局？
封面新闻直播将走进现场，一
一为你解密，带你直击震撼现
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田雪皎

10路记者出击 脚步遍及全川

楼下那家餐馆安装油烟
净化器了，困扰我们一家

三口多年的油烟问题彻底解决
了。”“我们小区旁的垃圾山终于搬
走了！”“垃圾车噪音降低了，半夜三
更作业的现象再也没有了。”这是记
者近日在成都天府新区华阳街道走
访时听到最多的声音。共建共治、
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华
阳街道有哪些举措？做了哪些扎实
工作？老百姓得到什么样的实惠？
今天，请跟随记者走走瞧瞧。

网络直播全川 帮你立体打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