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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驷马桥水果批发市场整

体入驻彭州濛阳四川国际农产品交易中

心， 所带来的产业聚集效应就是最好的

例证。当商家刘高一车的甘蔗告罄，忙不

迭催促生意伙伴运货， 当商贩何世坤大

姐也盼望着早点搬到新市场， 说明北改

为商家带来了更大的市场规模和更广阔

的发展天地； 当濛阳镇大力提升承接能

力，并考虑商家的安居问题，说明北改为

当地带来了前所未有、 不可错失的发展

机遇……

北改工程，补齐了城市的短板，进一步

提升城市经济的量能体积， 从而塑造了合

力发展的成都。今年前三个季度，成都

GDP

增速，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增速，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进出口

总额增速， 全国副省级城市第一……北改

工程产生的聚合效应功不可没。

因为北改源于成都的合力， 巨变才

能发生；因为北改推动合力的成都，巨变

才如此喜人。而北改还在继续，巨变还在

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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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西最重要出入城通道之一的羊西

线，经过分批改造后已面貌一新，眼下，该

路最后一个施工节点———黄金路口下穿隧

道工地上，正进行24小时全力施工，计划本

月底正式开放通车。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在

现场看到，隧道框架主体已经完工，工人们

正在安装照明系统等。 据建设单位成都兴

淮公司现场负责人介绍， 这里通车后将形

成双向6车道的通车能力，大大提高了出入

城车辆通行效率。

经过近两年来城内段和三环路外段的

分批改造，从东城根街开始，整条羊西线主

车道都为沥青混凝土路面，非常平整，大大

提高了机动车通行效率。

新建的隧道总长660多米， 双向6车

道，两侧路面辅道为双向4车道，通车后，

从三环路羊犀立交桥下桥后，在迎宾大道

路口有一个红绿灯，然后一直到土龙路口

有红绿灯， 形成一个长2公里左右的快速

通道。

“整个隧道已经进入附属工程施工阶

段，主体全部完工，计划本月31日正式通

车。”现场负责人介绍说。

由于此处为出入城主通道， 为保证

交通， 施工单位在隧道主体一侧打了近

300根护壁桩，保证施工期间仍能有双向6

车道通行条件。“因为要挖开地下8米多

深，如果没有护壁桩就需要占用更多机动

车道。”施工负责人说。

成都商报记者 张强

成都商报讯（实习记者 江浪莎）

昨天

下午2时， 记者来到位于人南立交和科华

立交之间的新希望路口， 看见一段长85

米，宽16.5米的“大斜坡”从空中的高架路

间接入地面。据华川集团西二环一标段项

目负责人杨萌介绍， 这个大斜坡将连接

BRT公交车道与地面。

由于需要避让不远处的人南立交，

该段的BRT车道在新希望路口设立了

一个从半空至地面的落地点，方便公交

车进行转换。目前，这条BRT通道还不

算彻底修建完成， 但雏形已初具规模。

在棕南医院附近， 还会设立一个车站，

但站点的具体位置、施工方案还有待商

讨出炉。

在新希望路口的不远处，人南立交的

外观和大致走向也基本成形。杨萌告诉记

者， 因为人南立交附近地下水非常丰富，

所以施工现场还特意增设了80台抽水泵，

以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交警部门

获悉，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日前下发《公安部

令第123、124号一百问》， 就明年1月1日开

始实施的《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

（

公安部令第

123

号

）的相关规定作出解读，

一些市民关注的问题首次得到明确。成都交

警表示，届时将严格按照相关要求执行。

驾考预约次数

明年开始计算限制次数

新规规定，驾驶技能准考证明有效期

内， 科目二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

的预约次数各不得超过5次。

由于每个科目预约后可以考试一

次、补考一次，即场考和路考各有十次考

试机会。

第五次预约考试仍不合格的，已考

试合格的其他科目成绩作废， 学员需要

重新从科目一开始考试。

那么， 新规实施前已经预约的考试

次数是否计算在这5次预约限制中？交

管部门对此表示，新规实施前已经预约

的考试次数，不计算在其中。

驾校学习期

明年没过期的都能学3年

从明年1月1日起，驾驶技能准考证明的

有效期将发生变化， 由原来规定的2年，延

长至3年。交管部门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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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也调整为3年。

与之类似，对2013年1月1日之前通过

科目二桩考、未完成科目二其他项目考试

的（现在的“倒车考试”与“场地考试”两

项今后将合为科目二的考试），1月1日以

后继续参加科目二考试时，可以不再参加

桩考或倒车入库项目的考试。

闯黄灯

扣分外罚款20～200元

在回答“对机动车在路口抢黄灯通行

的行为处罚吗？” 的问题时， 交管部门表

示：《道路交通安全法》 规定黄灯表示警

示，并规定机动车遇路口时应减速通过，黄

灯亮时已经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

过，还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应停车。抢黄灯

行为属于违反道路交通信号灯通行， 对驾

驶人处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记6分。

校车线路

遇到拥堵也不可绕行

交管部门指出，《校车安全管理条

例》规定，“校车运载学生，应当按照经审

核确定的线路行驶，遇有交通管制、道路

施工以及自然灾害、恶劣气象条件或者重

大交通事故等影响道路通行情形的除

外”。同时还规定，“遇交通拥堵的，交通

警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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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驾驶校车运载学生不

按照经审核确定线路行驶的， 可以处200

元罚款，记2分。

成都商报记者 王圣 实习生 谢天

《公安部令第123、124号一百问》再次解读新规

明年起 闯黄灯也扣6分

闯黄灯界定

机动车遇路口时应减速通

过，黄灯亮时已经越过停止线的

车辆可以继续通过，还未越过停

止线的车辆应停车

都能学3年

交管部门表示，对2013年1

月1日之前已取得的驾驶技能准

考证明、 之后也仍然有效的，有

效期由2年调整为3年

校车遇堵也不能变线

校车行驶过程中遇交通拥

堵，不可以绕行。遇交通拥堵的，

交通警察应当指挥疏导运载学

生的校车优先通行

羊西线黄金路口下穿隧道月底通车

将在羊西线迎宾大道路口到土龙路口间营造出2公里长的快速通道

西二环一标段 BRT落地通道雏形初现

去年

1

月，一辆帕萨特轿车正在一号桥路口闯黄灯。当场遭交警处罚 （本报资料图）

新“驾考大纲”正式发布

小车取消桩考

新增“跟车”等培训

交通运输部与公安部首次联合发布

了新的 《机动车驾驶培训教学与考试大

纲》。据介绍，新《大纲》主要特点如下：

一是第三阶段考试首次增加了“安全

文明驾驶常识”部分；在教学及考试内容

中首次加入了典型事故案例分析的内容，

以提高学员对事故的防范意识。

二是设置了非常实用的培训项目。新

《大纲》增加了“常见交通标志、标线和警

察手势辨识”、“跟车”、“模拟城市街道

驾驶”、“跟车速度感知”、“独立驾驶”等

项目；小型车取消了比较耗费训练时间的

桩考。

三是对大型客车、牵引车、城市公交

车、中型客车、大型货车的考试增加了培

训考试项目，教学与考试删除了不符合驾

驶技能规律的百米加减挡项目，增加了窄

路掉头以及模拟高速公路、 连续急弯山

路、隧道、雨（

雾

）天、湿滑路、紧急情况处

置等项目，并要求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

部门根据实际增加山区、隧道、陡坡等复

杂道路驾驶培训及考试内容。首次申请的

大型货车的培训学时由96学时增加到118

学时，城市公交车的培训学时由98学时增

加到120学时。

（新华网记者 林红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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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葛红林首先衷心感谢驻蓉金融机构给予

成都发展的鼎力支持。他说，今年，全市金

融系统创新发展，难中求进，深化金融改

革，优化金融服务，维护金融稳定，大力提

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在提供经济发

展资金支持、 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优化、拓

宽城乡建设融资渠道等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实现了区域经济与金融良性互动发

展。

葛红林说，衷心希望驻蓉金融机构一

如既往支持推动成都领先发展。一是强化

重大基础设施和民生项目的资金支持。希

望扩大贷款规模，优化贷款类型，创新融

资方式，在天府新区、旧城改造、公共保障

住房、畅通工程等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打

基础、利长远、惠民生的重大项目中，给予

更多金融支持。二是强化对实体经济的培

育和扶持。希望支持企业投入战略性新兴

产业领域， 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升级，

支持小微企业特别是科技型小微企业发

展，着力提升实体经济发展的质量和可持

续发展的动力。三是强化城乡一体化发展

的金融创新。 希望完善农村金融服务体

系，创新农村融资方式，将更多信贷资金

和各类社会资金投入农业农村，着力提高

新型城镇化质量。

葛红林说， 金融是现代经济核心，经

济跨越，金融先行，各级各有关部门要竭

尽全力打造全国一流金融生态环境，加快

建成西部金融中心。一要打造金融政务服

务品牌，认真落实金融扶持政策，着力完

善区域信用评价体系， 依法维护金融债

权，树立良好服务口碑。二要加强金融发

展载体建设， 形成以商招商的马太效应，

引导和推动国内外各类金融机构加快聚

集发展。 三要强化建设项目有效对接，加

强与金融机构的信息交流和情况沟通，及

时通报重点项目进展情况，主动争取项目

融资支持，推动项目更好落地。

副市长刘仆、谢瑞武、赵苗、苟正礼出

席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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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对中国而言，以法治加强互

联网监管，已是迫在眉睫。在上周末举办的

2012

广东互联网大会上， 工信部通信发展

司司长张峰透露，截至今年第三季度，我国

互联网用户已达

5.5

亿人。与此相对应的是，

网络安全形势不容乐观，虚假信息、非法入

侵等行为时有发生， 个人隐私权得不到有

效保护，网民随时都可能“躺着中枪”。用户

日益庞杂，规则却“不设防”的网络，已经成

为公共管理面临的难题。

由此观之，中国互联网立法一课亟待

补上。从既有规范来看，

2000

年

9

月，国务院

常务会议通过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

法》，此后又颁布过诸多“暂行规定”，但仍

不能完全跟上中国的“网情”；从民情民意

来说，今年两会，有全国人大代表提出“关

于进一步净化网络环境”的建议，“加快网

络立法进程以明确权责”的声音也得到舆

论积极回应；从国际惯例而言，且不说早在

1986

年美国国会就通过了 《联邦电子通讯

隐私权法案》，就在当下，英国正在为出台

“通讯数据法案”而广泛讨论———可见，依

法管理互联网，真正算得上是国际惯例。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互联网立法与

其他立法一样，本意并不在于“限权”，而

在于引导公众更有序、更规范、更合法地

享有自由权益，从而避免误伤、防患于未

然。当然，从长远而言，彰显并激活互联网

的正能量，网络也当成为“法治中国”的表

率。 （光明日报）

北改的活力，来自成都的合力

同步播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