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巨变的城北，这是巨变的成都，

而北改拉开巨变的大幕。但是，巨变凭什

么发生？ 作为一场全面系统深入推进的

改革，北改的动力又源自哪里？

古人云：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

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北改工程之起，实

着眼于城市长远发展之未来，亦权衡于城

市各区域发展之全局。北改不只是城北的

北改，而是成都的北改，它集合并倾注成

都的合力；同时，成都合力推动的北改，改

变的不只是城北，而是整个成都，城北发

展的引擎正在塑造着合力发展的成都。

北改，是成都的合力，更是合力的成

都。这就是巨变的秘密。

党的十八大报告鲜明提出，鼓励有条

件的地方在现代化建设中继续走在前列，

为全国改革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四川省委

对成都发展提出的重大定位， 就是要更好

地发挥省会城市和特大中心城市的 “带头

带动引领”作用。在“东稳西快”区域发展大

势和“两个大局”战略思想下，成都如何在

西部的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又如何

更好地发挥“带头带动引领”作用？关键就

是要在区域中心城市竞争中， 做大做强成

都这个极核。而北改工程，对于构建更具比

较优势的城市载体， 做大做强成都这个极

核，更好地发挥辐射聚集作用至关重要。

正如成都的使命事关全省乃至全国

区域发展全局，北改的使命同样事关成都

发展全局。因此，北改需要成都的合力。

北改涉及金牛区、成华区、新都区，

总面积约

211

平方公里， 重点要对 “四轴四

片”实施改造。作为成都最大的民生工程，乃

全城之事，需举城之力。整体一盘棋的谋划

和工作机制，是这场攻坚决战全面打响的重

要基础。北改区域内，三区并进，形成了北城

改造你追我赶的态势，犹如快速行驶的三驾

马车。北改主战场之外，兄弟区市县也积极

参与，联手发力。

就在

12

月

6

日， 一份特殊的协议书在新

都签定。这份以“联动融合发展”为主题的协

议书上盖上了金牛区、新都区、彭州市三地

区（市）委区（市）政府的

6

个大红章，其重要

任务， 就是合力深入推进北改工程的新篇

章。一系列齐心协力的共建项目跃然纸上。

北改不只是政府的北改。当城北市民说

“盼改造盼了一辈子”，这是民心所向、民意

所归的力量； 当商家积极配合路网建设，踊

跃搬迁新的市场，这是向往美好前途的商业

驱动的力量；当产业项目纷纷签约，建设项

目纷纷开工，这是看好成都发展的资本市场

的力量……从官方到民间，从社会各界各行

各业，北改见证了成都的合力。

成都的合力，催生了从城北到全城的巨

变。成都的巨变，意味着合力发展的成都。

合力发展的成都，是三圈一体的成都。在

成都市域经济抱团发展、梯度推进的“雁群形

态”中，“第一圈层”是头雁。然而北部城区，明

显拖了头雁后腿， 自然也就影响到整个雁阵

的飞行速度。 北改工程直接推动了中心城区

生产力布局改造和传统业态转型，是实现头

雁高飞的重要抓手。而且，北改工程直接涉

及二圈层的新都，新都又是传统商圈调迁的

重要承接地。北改，不仅仅意味着城北的发

展，还联动主城区发展，带动二三圈层发展，

实现中雁竞飞和尾雁快飞。 下转

07

版

新华社昨发文关注成都北改

自治改造 安迁梦一定会实现

年画宝贝500强 喜欢你就投一票

T1～T4

本报今起连载《旧制度与大革命》

26

遇拥堵 校车不可以绕行

《校车安全管理条例》规定，遇交通拥堵，交警应当指挥疏导

运载学生的校车优先通行。因此，校车行驶过程中遇交通拥堵，不

可以绕行

这一年

前总统之女

精通汉语

新国家党候选人朴槿惠19日当选为韩国新总统，成

为韩国历史上首位女总统，朴槿惠精通汉语，是前总统朴

正熙长女，性格冷静、被称“冰公主”

父母均遇刺

至今未婚

朴槿惠至今未婚，9岁时父亲发动政变上台；22岁时

母亲遇刺身亡，她接替母亲行使“第一夫人”部分职责；

27岁时父亲遇刺身亡，她销声匿迹……最后重返政坛

保守派代表

对话朝鲜

作为保守派，朴槿惠内政上重民生，外交上表示将发

展韩美同盟，在此基础上与中俄保持友好，对朝问题上强

调以韩美同盟关系为基础与朝鲜进行对话

◎

广告许可证：

5101034000118��◎

邮编：

６１００１7 ◎

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

159

号

◎

今日零售价 每份

1

元

◎

广告热线：

８6510016 ◎

发行投递服务热线

:86740011

今日市区 阴天有小雨 温度

3～8℃

偏北风

2~3

级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成都全搜索

www.chengdu.cn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01~08

版

要闻

A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73���成都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 �成都商报社出版 第6442期 总编辑 陈舒平 值班副总编辑 姚剑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2012

年

12

月

20

星期四

农历壬辰年十一月初八

72

今日 版

社区金版

S1-S4

限域青羊区

近日有媒体评出中国

2012

年度汉

字，“微”字当选。“微”，是位卑而忧国的

草根情怀， 是借助网络勃兴而焕发的公

民力量。可以说，互联网，集聚“微小”而

成“宏大”，集结“微弱”而成“磅礴”。

然而，我们在肯定网络“微动力”的

同时，也不能不提及一些失范的现象：与

前些年相比， 如今的网络诈骗活动已形

成了由制售、办理虚假银行卡、倒卖他人

身份证等业务构成的地下产业链； 在最

近的一次网络反腐中， 厦门大学一女生

的写真被盗用为官员情妇照片在网上流

传；

12

月

14

日，央视新闻频道以“疯狂的垃

圾短信”为题再次披露垃圾短信问题……

时下的中国网络， 在呈现珠零锦粲的同

时，也在客观上放任了魑魅魍魉。

社会生活有边界，网络世界有底线。虚

拟的互联网， 不能跳脱公序良俗的规制。这

个道理并不复杂： 网络本就是人类生活、生

产的工具，网络活动本身即是社会生活的投

射，不应也不能成为一个“只要自由、不要约

束”的王国。以法律规范网络生活，既是对网

民权益的保护，更是网络自治的前提。毕竟，

网络从来就不是“法外之地”。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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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2

月

19

日电

日前，中

共中央决定： 郭声琨同志不再担任广西

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

另有任用； 彭清华同志任广西壮族自治

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尤权同志任福

建省委委员、常委、书记。

山西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

次会议12月19日决定，接受王君因工作变

动辞去山西省省长职务的请求，决定李小

鹏代理山西省省长。

吉林省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六

次会议12月19日决定，接受王儒林辞去吉

林省省长职务的请求，任命巴音朝鲁为吉

林省副省长、代理省长。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聚精会神抓发展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颖）

昨日，

我市召开2012年银政座谈会， 通报今年

我市经济金融发展情况， 研判明年经济

金融形势，商讨我市明年银政、银企合作

工作。市委副书记、市长葛红林出席座谈

会并在讲话中说， 地方经济振兴与地方

金融发展唇齿相依、紧密相连，希望驻蓉

银行机构继续加大对成都经济社会发展

的支持力度，进一步创新合作方式、拓宽

合作领域、深化合作内容，共同应对复杂

多变的国内外经济形势， 推动成都经济

高位求进、实现共赢发展。市委常委、常

务副市长孙平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上， 市发改委介绍了我市

2012年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2013年重点

建设项目情况，成都城投集团介绍了“北

改”项目推进及银企合作情况，市兴城公

司介绍了天府新区项目推进及银企合作

情况。

人行成都分行副行长、营管部主任李

永和，四川银监局副局长程铿及部分驻蓉

银行机构负责人分别作了发言，就如何更

好地强化银政、银企合作提出了许多很有

“含金量”的建议和意见。大家一致认为，

成都有优良的金融生态环境，银行机构对

明年继续在成都实现更好更快发展充满

信心， 表示将进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全力助推成都经济社会建设。

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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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清华任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书记

尤权任福建省委书记

李小鹏任山西省代省长

巴音朝鲁任吉林省代省长

光明日报昨日发文：

要为网络世界设定法治底线

我市召开2012年银政座谈会

葛红林出席并讲话 孙平主持

成都明年直飞伦敦

川航也拟于明年6月开通成都直飞巴黎航线

开通时间：明年9月22日

飞行频率：每周三班

飞行时间：约10小时

执飞机型：波音777-200（可容纳三百余乘客）

06

开通时间：有望明年6月

执飞机型：空客A330

北改的活力，来自成都的合力

□

成都商报评论员

韩国诞生

首位女总统

16

成都———巴黎

（直飞）

成都———伦敦

（直飞）

明年元旦起

闯黄灯记6分

驾照新规明年1月1日起实施，一些市民关注的问题首次得到明确

闯黄灯 罚20～200元记6分

道法规定黄灯表示警示， 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继

续通过，还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应停车。抢黄灯行为属违反道路交

通信号灯通行，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记6分

考驾照 明年没过期延至3年

新规实施后，本着从宽、便民原则，对2013年1月1日前已取得

的驾驶技能准考证明、2013年1月1日后仍然有效的，有效期由2年

调整为3年

07

02 03 06

市公安局昨联合成都

商报发布汽车防盗手册

路边停车

最易被盗

27

金牛、新都、彭州三地同位于城北，彼此接壤， 三地将“避免

同质化经营，实现商品市场的错位发展”写进了协议书

在曹家巷门对门做了50多年的邻居，81岁的任世蓉和85岁

的辛玉兰都说，“这辈子就没住过新房子，就等这次了”

老姐妹花 都盼着搬新家

成都冷冻食品商城是片区发展的瓶颈，187个商家组建公

司，建设青白江乃至西南地区最大的农副产品冷链物流中心

组建物流中心187商家

北改都有机遇三地融合

据新华社

19

日，朴槿惠向支持者招手感谢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