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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博览园
7.4公里绿道提前完工

“绿色动脉”彰显城市美学

8月9日，成都非遗博览园正门口西
侧，青羊城乡建设发展有限公司园林工
程师刘元清，对新建成的绿道赞不绝口，

“光华大道向西，至温江界和非遗博览园
内，7.8公里绿道已提前完工。”

“紫娇花、野薄荷、金银花……”刘元
清对绿道两边依据时令种植的中草药如
数家珍。

在刘元清看来，这片“二十四节
气”植物群落，在绿道建设中绝无仅
有。“动了一番脑筋，充满文化底蕴和
特质。”

让青羊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不同的绿
道区域体现出不同的文化特质，是青羊
区绿道建设提出的“硬标准”。在7月13
日成都市召开的“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公
园城市”新闻发布会上，青羊区区长詹庆
答记者问，将这一标准进一步明确，以非
遗博览园为重要节点，深入推进非遗星

河绿道建设，构建可持续发展的绿道产
业生态体系，大力彰显公园城市的“美学
价值”。

如何在为市民带来绿色福利的同
时，让绿道成为串联产业点位的“绿色动
脉”，进而构建产业生态体系？一直是青
羊区探索思考的问题。

“以非遗博览园为例，我们提出‘一
环两片多点’的空间布局，规划、建设了
非遗星河文化环和多个非遗文化展示
点。”青羊区建交局工作人员李政介绍，
以“蜀韵非遗，文化廊道”为景观主题，非
遗博览园绿道将突出“星+河”概念。“以
绿道为载体，植入地域文化特色，打造以
文化为主题的世界独有的非遗文化交流
展示平台。”

“为了增强信息互动，绿道建设也计
划通过‘智慧非遗’APP等方式，增强技
术优势。”李政说，结合青羊区2018年基
础设施建设、河道整治等工作，11月底
前，该区还将建成日月大道、苏坡排洪
渠、苏坡支渠、清水河万寿桥段等绿道
34.7公里。“同时会启动摸底河、光华大道
武青路至三环路段等24.7公里绿道建
设。”

300米见绿 500米见园 1000米见水
青羊区聚力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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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4日，成都青羊区委七届五次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成都市青羊区委
关于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推动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和《中共成都市青羊
区委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
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建设美丽宜居
公园城区的实施意见》，全会指出，加快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
市，必须深刻践行绿色生态理念，加快建
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区。

青羊区委书记戴志勇表示，聚力全
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努
力为成都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作出贡
献，青羊区已完成区级绿道建设7公里，
1个公园和16个小游园、微绿地建设正
加速推进。“到2020年，全区绿化覆盖率
达45%，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4.64平方
米，水质优良比例达到98%。”

建设宜居青羊，除了硬实力提升，软
环境实力的升级必不可少。青羊区以

“四廊三横五纵”绿道空间建设为小切
口，并融入成都市“一轴两山三环七带”
的天府绿道体系，加快锦城绿道、江安绿
道、熊猫绿道、锦江绿道青羊段建设，大
力推进9条城区级和社区级绿道打造，积
极推动绿道系统与12条河流廊道、6条
城市慢行道相联接，全面打造公园城区。

“到2020年，初步建设成为具备公园
城市特点的美丽宜居公园城区。到2035
年，基本建成美丽宜居公园城区。”戴志
勇认为，规划构建“生态区—绿道—城市
公园—小游园—微绿地”五级绿化体系，
最终的目标是：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1000米见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牛建平
摄影 刘杰

建设16个小游园
2000平米3D打印房屋

扮靓“天府绿道”

沿着非遗星河绿道一路骑行，36
个手绘脸谱和12个星河绿道logo已
铺设完成。9座3D打印的房屋共
2000平米，已经由上海运抵博览园，
施工人员正在有序安装。

根据青羊区绿道建设相关方案，
青羊区星河绿道（一期）工程包括城
区级绿道1800米和社区级绿道3300
米。

“主要包括绿道建设及绿道两侧
景观风貌改造提升以及产业体系的
导入，整体提升改造总面积约10.71
万平方米。”李政介绍，非遗星河绿道
以天府绿道为主线、生态为本底、文
化为基调、产业为特色，围绕“星梦城
市创展空间、星河动脉主题运动区、
星源功能屋”三个板块进行。

“3D打印技术建设的2000平方
米物理空间也是其中一部分。”李政
说。

按照《花重锦官-成都市增花添
彩总体规划（2016-2022）》《2018成
都市青羊区年园林绿化增量提质工
作方案》，除了300米见绿，青羊区还
要500米见园。青羊区《2018年小游
园、微绿地建设实施方案》指出，今年
青羊区正在建设16个小游园、微绿
地，面积92609平方米。

青羊区宣传部门最新数据：该区
锦城绿道拆迁已完成90%，熊猫绿道
共计18处拆迁点位已完成17处；配
合相关市级平台公司完成区域级绿
道建设约7.8公里，9条城区级和社区
级绿道中已有5条绿道进场施工，4条
绿道完成方案设计，正在开展招投标
等前期工作。

“坚持把绿道作为青羊助推经济
转型升级的抓手，目标是市民可进
入、可参与，绿地景区化、景观化。”说
起后续工作，李政信心满满，“青羊区
正在实施‘社区发展治理五大行动三
年计划’，推进‘15分钟社区生活服务
圈’提档升级，通过一系列措施，一定
为市民提供一个便捷高效、舒心优
美、配套完善的城市生活环境。”

非遗星河绿道。

惬意骑行。

美景如画。

事故再发事故再发
打鱼船被水浪打翻
两人自救一人失踪

过军渡下游的一片滩涂，在“7·11”
泄洪之后，河滩里的泥沙被洪水卷走，仅
剩下一些砂石。当地一些自媒体对这片
河滩组成的一景进行炒作，“遂宁马尔代
夫”遂走红。

这片河滩被网友炒热后，不少人跟
风而来，到“网红沙滩”玩耍、游泳。“开
车、走路、骑自行车的，每天到河滩来游
玩的达到200人左右。”过军渡附近一沙
场工作人员说，以前只有几个人到这里
来游“野泳”，“这些人水性好，安全系数
相对高些。”自从被网友炒火了后，遂宁
当地不少游泳者驾车而来，把这个“网红
沙滩”当成了游泳池。“会水的、不会水
的，都往里面跳。”

8月2日晚救人被冲走的胡某仍然不
见踪影。不到一周，“网红沙滩”又发生
事故。8月8日当日下午3时许，一艘渔船
在蓬溪金桥新区至过军渡闸坝涪江水域
打鱼时，由于渔船失去动力，上游流水形
成的水浪直接将渔船打翻，船上3人落

水。当时正在简易观测点的王女士，亲
眼目睹了这次翻船事件的发生。“渔船翻
船的位置离泄洪口仅有150米。”

翻船事件发生后，附近派出所、遂宁
消防支队城南中队立即赶到事发现场进
行救援。胡勇说，其中1人冲到一块石头
边获救，而另一人在河里挣扎了近一个
小时。“被附近的渔民救上岸时，这名落
水者当时就累瘫了。”

还有一人在落水之后不见踪影，消
防官兵经过多次水中搜寻，仍然未能找
到这名落水者。

记记者探访者探访
游人到“网红沙滩”游玩
岸边警示牌成“摆设”

连发两起事故后，“网红沙滩”热度
不减。8月9日傍晚，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在河堤上看到，原本的沙石堆放场
成了一个“停车场”，30余辆小车停放在
这里。尽管岸边设有警示牌，然而，河堤
下的沙滩上、水岸边，聚了不下上百人。
而在往河堤走的路上，还有一些小朋友不
停地给家长说，“这里就是‘网红沙滩’，

水里凉快、好耍。”
河堤下的沙滩处，来这里的游人虽

然没有下水游泳，但仍然有不少人脱掉
鞋子，卷起裤腿，在河水中徘徊。一个浪
头掀来，水花飞溅到这些人的身上。到
傍晚7：30许，上游的闸门向上提升，河滩
上的水位也在悄悄地上涨。

守在岸边简易观测点的胡勇告诉记
者，姐姐出事的第二天，他和姐夫就在河
堤边搭了一个简易的观测点，寻找落水
的姐姐。在他蹲守的这段时间里，每天
下午都有近百人来河边玩耍。“这个地方
连出两次事故，却并没有引起游人的重
视，”胡勇说，“我还曾对这些下河堤的游
人进行劝阻。”除少数人听劝外，有相当
一部分人仍然我行我素，没有停下前往
河滩的步伐。

胡勇说，8月8日下午再次出事后，一
个年轻人带着孩子跑到水边去玩水，周
围的群众大叫“危险”，但这名年轻人全
当耳旁风，最后在当地派出所民警的招
呼下，男子才带着孩子回到堤坝上。

胡勇的姐姐胡某7月27日才回遂宁，
听到别人说过军渡闸坝下游的沙滩是

“网红沙滩”，在8月2日下午带着儿子到
河边来游泳。胡勇说，如果没有这个人

为炒作的“网红沙滩”，姐姐也不会去河
边游泳。

政政府部门府部门
加强河道巡查劝导
尽量让游人远离河滩

遂宁经开区管委会一名潘性工作
人员说，该地段地处龙坪街道办，为防
止有人私自下河游泳，街道办在路口、
河边悬挂了警示标识。在8月2日发
生事故后，当地社区安还排了人员沿
河道进行巡查，并对下河堤的行人进
行劝导。“劝导只能起提醒作用，并不
是强制行为。”

该工作人员说，过军渡下游河滩一
直都有人游泳，“以前游泳的人相对少
些，没有现在多。”自从被网友炒红后，就
有不少人到这里游玩、游泳。“我们只能
起劝导作用，又没有执法权，安全管理难
度很大。”他说，现在只有加大巡查劝导
力度，并在河堤沿线多设立警示牌，尽量
让游人远离河滩，远离危险。

相关部门应做好防范

杜绝事故
四川天启律师事务所谢德平律师认

为，根据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于
2017年9月7日印发的《互联网群组信息
服务管理规定》第十条“互联网群组信息
服务提供者和使用者不得利用互联网群
组传播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禁止的
信息内容”的规定，自媒体只要没有传播
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禁止的信息，
应该是合法行为。因此，我们无法确实

“网红沙滩”是自媒体“炒作”出来的、是
违法的。故自媒体不应当对“网红沙滩”
的有关事故承担责任。

谢德平律师认为，辖区河滩的有关
管理部门已经在沿河两岸立有醒目的警
示牌，但还是有人抱着侥幸心理下河。
因此，伤亡事故的当事人及其亲属不应
当要求河滩管理部门承担责任。

但是，面对已经发生了多起伤亡事
故的严峻形势，河滩管理部门应当本着
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增派更多的人力并
进一步采取更为有效的措施杜绝此类事
故的发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周洪攀
摄影报道

遂宁“网红沙滩”再发事故1人失踪

血的教训 为何难打消玩水者雅兴？
8月9日上午，胡勇坐在遂宁过
军渡闸坝下游岸边的简易观
测点里，不时用望远镜查看河
里是否有漂浮物。8月2日晚，
胡勇的姐姐胡某带着11岁的

儿子到涪江河边的“网红沙滩”游泳，为搭
救一起游泳的小女孩小陈，胡某和小陈被
水浪冲走（华西都市报8月4日4版报道）。
8月4日晚7时许，小陈的遗体浮出水面，而
因救人落水的胡某仍然不见踪影。

二人出事仅一周，8月8日下午3时许，
一艘打鱼船在该区域打鱼时，被水浪打
翻，船上3人落水。两人通过自救脱险，而
另1人下落不明。

曾是一片滩涂的沙滩，在“7·11”洪水
过后，过军渡闸坝下游的泄洪河滩被网友
炒作成“遂宁马尔代夫”。有不少当地以
及外地的群众慕名来这片“网红沙滩”拍
照、玩耍。然而，就在一周的时间里，这里
连续发生了两次安全事故。“网红沙滩”如
何成了“杀人沙滩”？

岸边设立的警示牌。

上方就是泄洪口，沙滩上的游人玩兴不减。

“遂宁‘网红沙滩’两人不幸被
洪水吞噬”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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