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地融合

金牛、新都、彭州三地同位于城北，彼此接

壤。金牛、新都两地目前都在深入推进北改工

程，这可不是单靠一己之力就能完成的事情。

携手

历时近一年 终成合作

成都市委提出“五大兴市战略”后，如何

落实受到了各区市县的重点关注。“三地的党

政领导在一次会上就融合发展形成了思路碰

撞，达成了共识。”昨日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

访时，金牛区、新都区、彭州市三地多个部门的

负责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促成这次融合发展

的第一现场，“发展是共同需要。”

金牛区发改局局长罗孟秋以修路的例子

来阐释三地融合发展的必要性、迫切性：金牛、

新都、彭州三地同位于城北，彼此接壤，“界限

是犬牙交错的，道路却是直的。”如果没有融

合，同一条路就可能呈现一段修得宽、一段修

得窄；一段修得快、一段修得慢的状况。金牛、

新都两地目前都在深入推进北改工程，这可不

是单靠一己之力就能完成的事情。

彭州市工业和科学技术信息化局局长刘

廷凯分析，对彭州的区位来说，要想融入中心

城区，最近的就是经过金牛、新都，不论是从城

市发展，还是产业发展上，彭州都迫切希望能

和邻居实现融合，优势互补，深入交流。北改工

程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

谋定就立即行动。今年年初，三地开始起

草融合发展的协议。“光是往来修改稿子就起

码有三次以上。”罗孟秋说，金牛区起草好初

稿以后， 修改版本的稿子耗时好几个月才确

定， 这中间包括三地各自评估，“自己能拿出

什么来，又需要些什么。”

今年10月，在成都市发改委印发了《关于

促进全域成都 “三圈一体” 融合发展若干意

见》 后， 三地融合发展协议进展加快。12月6

日，三地的党政领导共同签署了协议书，历时

近一年，终形成了雁阵联动融合发展的新发展

格局。“这还是我起的名字，因为这个协议里，

头雁、中雁、尾雁都齐了，一起飞。”罗孟秋说。

互补

融合发展 1+1+1＞3

� � � �记者注意到，三地融合发展协议的第一条

第一款是这样表达的：根据“三圈一体”的战

略精神，各自谋定新的战略定位，在定位准确

的基础上，按照国际化、现代化的要求，加强交

通、产业、生态、社会等方面的统筹，特别是落

实“北改”要求，为构建畅通城北、产业城北、

生态城北、宜人城北开好头、布好局。

“按照一区一主业的定位，北改过程中，

很多项目会从中心城区移出，这就是我们的机

会。”刘廷凯说。为此，三地专门将“避免同质

化经营，实现商品市场的错位发展”写进了协

议书，而且还按农业、纺织产业、服务业等类别

进行了详细阐释。

在农业上，三地将以彭州为主导，位于彭

州的基地负责生产、加工，新都泡菜园区，金牛

城区的大型商场、标准化菜市场、餐饮企业负

责接收、消费。“提高农超对接，我们的市民就

能买到更好的农产品，大家都受益。”罗孟秋

如是说。

在纺织产业上，三地将以彭州中国西部家

纺名城为品牌，推进对金牛荷花池市场、北站

市场、成都国际商贸城等市场与彭州家纺服装

产业园区基地的协同发展；推进彭州与新都区

在能源装备、机械制造、家具等方面的合作。在

旅游业合作上， 三地依托金牛现代都市旅游、

美食文化游，新都宗教文化、乡村旅游和彭州

休闲避暑游，搭建统一营销平台，推动三地旅

游联动互补发展，共同打造“金新彭”旅游产

业带。

对于这次合作的影响，刘廷凯表达得简洁

明了：“对‘三雁’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罗

孟秋则说，这份合作协议是自己看到的少有的

“说得很细”的协议，其效果“肯定是1+1+1＞

3的”。

行动

两项目力争列入成都重点工程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 签署了融合发展协

议后，三地都马不停蹄地展开了工作。在大协议

的框架下， 新都和彭州又就科技方面的合作签

署了一份细化合作协议。新都、彭州议定，根据

错位发展的定位， 新都将对迁移出的科技企业

进行引导， 推动其落户彭州； 在同类科技企业

中，双方相互派驻人员沟通学习；新都用自己的

科技平台帮助彭州进行科技人才培训、管理。

融合发展协议上明确提出的 “共建畅通

城北” 的基础设施项目目前都有不同程度的

进展。协议书中要求，三地合力推进道路交通

全面快速对接，重点推进成都市北中轴线建设

（金牛区蓉北商贸大道〈三环路〉经新都区北星

干线至彭州市九尺镇）

，共同加快3.5环金芙蓉

大道、万石路、成彭高速4改8扩建工程、老成彭

路改造、沙西线改造、绕城高速与北星干线立

交改造、货运大道绕城路立交桥与北部商城区

域内的城市道路在各自区域内的规划衔接和

工程建设的对接。

罗孟秋介绍，目前，老成彭路改造、北星干

线的改造两个项目目前备受重视，已经列入了

金牛区的重点项目，接下来，三地还计划联合

向市上提出申请，力争将这两个项目列入成都

市明年的重点工程项目。

成都商报记者 刘友莉

图由金牛区发改局提供

英国航空公司母公司IAG集团CEO：

直航城市 就选成都

昨日， 英国航空公司母公司IAG集团

行政总裁

（

CEO

）

威利·沃尔什在成都宣

布，将于明年9月22日开通成都-伦敦的直

飞航班。 谈及为何在中国西部众多的城市

中选择成都，威利·沃尔什表示，成都是中

国发展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 经济增速已

经连续多年保持在两位数，“要开直航，就

选成都，就选双流国际机场。”

威利·沃尔什曾到过成都多次，日新月

异的成都让他每一次都有新的感受。 英国

航空已在香港、 北京和上海开通了直航航

班，当他们计划在中国新开航线，需要选择

一个新的城市时， 他们针对英国的企业和

居民进行了调查， 而调查的结果都指向了

一座处于中国西部的内陆城市———成都。

威利·沃尔什说：“企业需要来成都寻找商

机，居民则是想来成都观光看看大熊猫。”

诚然， 打动威利·沃尔什和他公司的，

不仅仅是成都丰富的旅游资源， 成都在世

界经济中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使得英国航空

打定了主意。在威利·沃尔什看来，航空业

是成都外向型经济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而双流机场的改进让整个航空业都受益，

“这是双赢。”他说，当前成都落户的世界

500强企业已经达到了229家，同时《财富》

全球论坛也将于明年在成都召开，“这些

都是选择成都的理由。”

成都商报记者 王楠 图由受访者提供

仅仅需要10个小时的飞行时间，成

都市民就可以直飞伦敦去看著名的大

本钟和泰晤士河了。昨日英国航空在成

都举行发布会， 宣布明年9月将开通成

都—伦敦的直飞航线。

也是在昨日， 川航透露明年有望开

通成都直飞巴黎的航线，算上明年3月将

开通的成都直飞多哈航线以及明年有望

开通的成都直飞法兰克福航线， 成都明

年至欧洲及中东直飞航线有望增加4条。

明年直飞伦敦

波音777执飞 每周3班

据悉， 该航班将于明年9月22日开

航，每周3班。英国航空将是唯一一家提

供伦敦希思罗机场到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直航服务的英国航空公司。威利·沃尔什

表示，此前西部地区要去英国，必须从北

京、上海中转，英国航空开航成都之后，

只需要10个小时就可以飞抵伦敦， 相比

以前可节约6～8个小时。 作为世界首屈

一指、 全球最大的国际客运航空公司之

一，成都将继香港、北京和上海之后，成

为英国航空在中国通航的第四个城市。

为何选择明年9月开航？ 威利·沃尔什

表 示 成 都—伦 敦 航 班 将 采 用 波 音

777-200，“目前正在等待制造商交付飞

机，根据交付时间确定明年9月开航。”波音

777-200是一款明星机型，有四类客舱，分

别为头等客舱、公务客舱、高级经济客舱及

经济客舱，可容纳至少300多名旅客。

英国航空特别在航班号中选用了寓

意大吉大利的“8”字：成都—伦敦的航班

号为BA88，伦敦—成都的航班号为BA89。

川航拟开通

成都直飞巴黎航线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航空总

经理李海鹰口中获得一个重磅消息：明

年6月，川航有望开通成都直飞法国巴黎

的航线。“现在我们已经拿到了这个航

线的航权。” 成都直飞巴黎的客运航线

将采用空客A330来执飞，可辐射包括昆

明、重庆在内的西南地区市场。

目前川航已开通了成都经停沈阳

飞加拿大温哥华的航线，原计划年末开

航的成都直飞墨尔本航线推迟到明年

初开通。

2006年就已开通的成都直飞荷兰

阿姆斯特丹航线，已经敲定了的英国航

空直飞伦敦航线，再算上明年有望开通

的川航直飞巴黎的航线、国航直飞德国

法兰克福的航线…… 如果一切进展顺

利，明年成都直飞欧洲的航线将达4条。

中东地区一直是成都去欧洲的最

佳中转点之一，去年阿提哈德航空开通

成都直飞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航线，而

明年3月卡塔尔航空将开通成都直飞多

哈的航线。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王楠 制图 王雪

成都商报讯（记者 赵一丹）

昨日，在

新都区委宣讲团召开的学习党的十八大

精神宣讲会上，新都区委常委、政法委书

记黄安军号召大家发扬“钉子精神”，挤

时间学、找时间学、见缝插针学、抓紧时间

学， 将学习十八大精神作为提高素质、完

善自我的契机。

黄安军建议， 党的十八大精神的学习

贯彻工作要建立常态化的督导机制， 一级

抓一级、一级促一级，形成全面发动、全面

督促、全力参与的局面。全体党员干部职工

要深入开展以十八大报告和党章为主要内

容的主题学习活动， 以集中宣讲的方式共

同学习，以互动研讨的方法深化理解；党委

中心组要集中时间组织专题学习， 党员领

导干部要发挥表率作用带头学习。

黄安军称，现已接近年终岁末，各地

各部门要把工作重点落实到基层、服务到

群众。黄安军还指出，要大力加强领导班

子建设，努力在学习、团结、廉洁、务实等

方面做出表率。他说，要按照十八大精神，

着眼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全面加

强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

廉建设、制度建设。

成都商报讯（记者 董馨）

昨日下午，

三场以宣讲十八大精神为主题的“百姓故

事会”分别在邛崃市宝林、茶园、冉义镇开

讲。3名群众宣讲员根据自身学习体会，或

自编快板，或激情演讲，绘声绘色地向社区

群众宣传十八大精神。

结合“百姓故事会”宣讲十八大精神，

用老百姓自己的语言讲述十八大精神，生

动活泼的宣讲方式和宣讲内容深受社区群

众的好评。 家住宝林镇百胜中心村的社区

居民李显彪很兴奋：“群众宣讲员通过讲

故事来宣传十八大精神，我们听得懂，记得

住，听完后觉得好日子更有盼头了。”

为把党的十八大精神送进千家万户，

邛崃市不仅成立了市委宣讲团， 分8个分

团到镇乡和部门为广大党员干部进行宣

讲，其他市级领导和部门主要负责人深入

“挂、帮、包”联系点进行宣讲，还专门组

建了两支十八大精神群众宣讲小分队，负

责组织培训各镇乡群众宣讲员。

记者从邛崃市委宣传部获悉， 按照安

排，12月底前，该市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

以“百姓故事会”“道德讲堂”等活动为载

体的群众大宣讲“五结合”活动近40场。

成都商报讯（詹夜鑫 记者 雷浩然）

近日，新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新津县委群众宣讲团宣讲报告会” 第一场

在当地图书馆举行。新津县老革命、老党员

夏尚林结合自己多年的工作经历，向到会的

师生讲解了自己对十八大精神的理解。

宣讲团还利用“百姓故事会”这一群

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品牌作为宣讲媒

介，向广大群众宣讲党的“十八大”精神。

本月17日，方兴镇优秀故事员杨丽就利用

自身经历改编了一段与母亲的 “悄悄

话”，将党的十八大精神中的“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与“美丽中国”向广大群众进

行解读。故事中，杨丽一人分饰两角，用母

女间平实活泼的对话讲出生活中可喜的

变化。 家住南江社区的郑大妈听完故事

后，高兴地说，听了这个故事，感觉很受鼓

舞，对今后的生活更是充满了信心。

据悉， 为做好十八大精神宣讲工作，

新津县成立了“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

精神新津县委宣讲团”，近期将赴各镇乡、

各部门、各企业、各学校宣讲60场以上。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深入推进北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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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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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还按农业、纺

织产业、服务业等类别进行了详细阐释。

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聚精会神抓发展

金牛新都彭州携手合力推进北改工程

“金新彭”联动 1+1+1>3

区县说

这一年

10小时 明年9月成都直飞伦敦

外企高管·访谈

用老百姓的话

向老百姓宣讲十八大

新

都

区

学习十八大精神 要建立常态化督导机制

故事员说“悄悄话” 讲生活可喜变化

听百姓故事会讲十八大 更有盼头了

新

津

县

邛

崃

市

威利·沃尔什

更好

发展了

三地融合发展签约现场

伦敦

－

成都航班信息

航班编号 航线 出发时间 到达时间 班期 机型

BA89

伦敦

-

成都

15

：

30 08

：

55

（次日） 每周

2

、

4

、

7 B777-200

BA88

成都

-

伦敦

10

：

55 15

：

00

每周

1

、

3

、

5 B777-200

航空公司：英国航空

采用机型：波音777-200

发班频率：每周3班

飞行时间：约10小时

（最终时刻表待相关部门批准，所标时间为当地时间）

“对彭州的区位来

说，要想融入中心城区，

最近的就是经过金牛、新

都，不论是从城市发展，

还是产业发展上，彭州都

迫切希望能和邻居实现

融合。”

———彭州市工业和科学技

术信息化局局长刘廷凯

“三地融合发展协

议里，头雁、中雁、尾雁都

齐了，一起飞。”

———金牛区发改局局长罗

孟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