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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10月各运营企业清理入库情况具体为：青
桔单车30500辆，摩拜单车33106辆，哈啰
单车 33165 辆，OFO 小黄单车 29458 辆。
本次清理行动出动城管、志愿者14282人
次，车辆 2590 余台次，发放宣传资料
16800余份。

此前，成都市城管委印发《2018年 10
月互联网租赁自行车集中清理日实施方
案》，明确10月15日集中清理日工作目标
是：减少投放数量、规范停放秩序。其中，
各运营企业清理回收单车数量不少于10
万辆。

记者了解到，清理整治时间为2018年
10月11日至15日，其中11日至14日为整治
工作准备、再宣传再发动和企业自查自清
阶段，15日为全市集中清理日。

清理重点范围是成都天府新区、成都
高新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
成华区全域覆盖。清理重点是地铁站口、

公交站台、大型商圈、办公聚集区、大中院
校周边、餐饮店门口、医院周边、公园周
边、旅游景点周边等人员流动大、密度高
的公共区域。“成都已把每月的15日定为
集中清理日。”上述负责人表示，5家共享
单车运营企业是清理整治工作的责任主
体，应当增加适当的运维力量参与清理整
治。

为更好规范企业、行业管理，成都市
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共享单车)自律联盟正
式成立。记者了解到，自律联盟由青桔单
车、OFO小黄车、摩拜单车、哈罗单车、一
步单车等成都市主要互联网租赁自行车
企业共同发起、共同筹建，并推举青桔单
车企业作为会长单位。自律联盟运营着
180 余万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管理着近
2000余运维人员和运维车辆，每天为300
余万人次提供服务，是广大市民出行“最
后一公里”的重要保障。

（综合封面新闻）

早报讯（记者 冷宏伟）根据著名
品牌咨询公司 Interbrand 的报告，
2018 年，安联集团的品牌价值增长
8％ ，目前价值约为 108,210 亿美元。
在最新公布的 Interbrand“全球最佳
品牌”排名中，安联集团稳居第49位，
连续第二年跻身50强。今年也是安
联集团连续第八年荣登全球最佳品
牌百强。

作为安联集团在华的寿险公司，
中德安联的服务品质与品牌价值也
是最受客户认可。2017年，中德安联
在客户净推荐值取得了37.7分的好成
绩，在产品品质、服务质量、性价比和
品牌价值四个评价维度上的表现均
高于市场平均水平。

遂宁市安居区安居镇护村村民钟昌海，
是首届“四川脱贫榜样”获得者。钟昌海家有
3口人，儿子读大学时因意外造成高位截瘫，
钟昌海本人左手及右眼均有残疾。2014年7
月，钟昌海被识别为贫困户后感慨：“我不能
把‘贫困户的帽子’带到坟墓里，我要早日摘
帽，过几天好日子。”

钟昌海发展起了养殖业，起初抱着试一
试的态度，只养了1头牛。邻居知道钟昌海家
养了牛，农忙的时候便去“租牛耕田”。这样
一来，钟昌海尝到了甜头，增加了养牛的信
心。现在钟昌海养殖的牛达到了6头，仅每年
租牛耕地的收入就有数千元。2016年底，钟
昌海顺利摘下了贫困户的帽子。

在儿子的指导下，钟昌海利用QQ群、微信
群等推广家里的农产品，现在他家的蜂蜜还没
有采就已经被订购一空。不光如此，家里的鸡
蛋、鸭蛋、鹅蛋、蔬菜都能通过QQ群、微信群销
售到外地。钟昌海说，现在家里条件好了，下
一步他准备买台电脑，开一家网店，扩大销售
渠道。钟昌海有空就教村里其他贫困户如何
使用QQ群、微信群销售农产品，或者将其他贫
困户的农产品放到自己的销售平台上，这样不
仅解决了自家货源不足的问题，还解决了乡亲
们家里农产品卖不出去的问题，带动了村里的
贫困户共同致富。 天府早报记者段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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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清理日14282人出动，发放宣传资料16800余份

成都清理入库 12 万余辆共享单车
■ 天府早报记者 胡潇潇

10月15日下午，记者从成
都市城管委获悉，成都市中心
城区（5+2）区域在10月11日
至15日期间，共清理入库共享
单车126229辆，全力清除街
面大量破损、闲置、超范围停
放的共享单车。与此同时，成
都市互联网租赁自行车(共享
单车)自律联盟正式成立。

养牛脱贫
将开网店扩大销售渠道

安联集团连续八年荣登
Interbrand全球最佳品牌百强

青桔单车

30500辆

摩拜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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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O小黄单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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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 理 入 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