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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

（记者 赵素冰 ）

乘坐二环路快速

公交， 怎么上站

台？ 怎么买票刷

卡？怎么上车？预

计下周， 您的这

些问题都将通过

轻松的方式得到

回答。 记者昨日

从公交集团获

悉， 二环路快速

公交动画视频预

计下周出炉，全长3分钟左右的动画视频

将“手把手”教会您乘坐快速公交的每

一个步骤。 二环路快速公交预计将在本

月20日空载试运营，预计5月30日正式开

通运营。

又讯 （汪光辉 记者 张强 ）

昨日，

二环路西2标段桥梁附属工程通过了分

部验收，质量合格。与此同时，墩柱盖

梁、梁体主体结构，以及双楠立交、红牌

楼立交桥梁顶升均通过了职能部门的

行政验收。

成都商报讯（记者 唐小涛）

上市公司广

州广日股份有限公司昨日与成都高新区签

约， 宣布投资12亿元在高新西区建西部生产

基地项目。该项目用地面积约130亩，计划在

2015年投产， 预计达产后实现年产值超10亿

元。广日集团及广日股份董事长潘胜燊称，该

项目为电梯上下游配套，将与7月投产的日立

电梯西部生产基地（广日参股）构成完整的

电梯产业链条。

根据昨天签署的合作协议， 广日股份拟

在成都高新区设立的项目是一个集电梯整

机、电梯电气核心零部件、电梯导轨及LED �绿

色照明产品制造和销售以及相关配套服务于

一体的先进制造业生产基地。 该项目一个重

要的生产经营任务就是为今年7月正式投产

的日立电梯西部生产基地提供配套。

日立电梯西部生产基地于2011年落户高

新西区，该项目总投资6.3亿元，已在今年4月

份竣工试产。记者了解到，日立电梯项目系广

日股份与世界500强企业日立公司下属日立

电梯合资的项目。该项目占地220亩，7月份投

产后， 西部地区的电梯订单将放在这里。“日

立电梯去年在西部的订单为6000多台， 今年

将超过8000台，产值超过20亿元。”

在广日股份西部生产基地中， 约有30亩

将用于广州塞维拉电梯轨道系统有限公司生

产项目。 广州塞维拉是广日股份与西班牙塞

拉克热轧型钢有限公司成立的合资企业。该

项目落户后， 广州塞维拉将成为进驻成都的

首家专业电梯导轨生产企业。

潘胜燊解释说， 电梯导轨解决的是垂直

轨道运输的问题。随着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建

筑越来越高， 对高速电梯导轨的需求也越来

越大。电梯导轨项目建成后，不仅可以为日立

西部生产基地配套， 还能为周边所有的电梯

企业提供产品。

潘胜燊称， 他们十分看好以成都为中心

的西部市场。 谈及即将在成都召开的2013成

都财富全球论坛， 他认为这是对成都良好投

资环境的一种肯定。他还透露，广日股份已经

接到邀请，他将参加此次论坛。

高新区表示， 广日股份此次投资将进一

步提升高新区在机电及LED 产业领域的研发、

制造水平， 也将推动广日集团更好地拓展中

西部地区的广阔市场。

如果在华美国企业希望拓展业务， 首选之

地会在哪里？答案是成都。这是上海美国商会近

日对420家在华美国企业进行调查所得出的答

案，并将其写入了《2012- 2013中国商业报告》。

中国西南美国商会会长王晓东对此并不

意外。“成都已经连续五年当选 ‘首选城市’

了。”他昨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详细介绍了报

告出炉的过程与细节。王晓东还透露，在投资

首选城市的选择上， 有超过90%的企业将票投

给了成都，这一比例也创了历年来的新高。

15家在蓉美国企业

首次纳入调查范围

日前， 上海美国商会发布了《2012- 2013

中国商业报告》。 这份报告呈现了该商会

《2012年度中国商业环境调查》的结果。这项

调查是一项针对在华美国企业的综合性调查，

共有420家企业参与。

“其中包括了15家位于成都的美国企业。”

王晓东说， 这15家企业大都来自世界500强行

列，涵盖IT 、制造、金融、保险、咨询等各行各

业。他告诉记者，对中国商业环境的调查已经

做了超过10年时间，这还是第一次将在蓉美企

纳入调查范围。

王晓东说，这个“第一次”释放出来一个信

号———在华美企的目光继续从传统的东部沿海

城市转向内陆，西部大市场格外引人关注，而成

都正是西部市场的核心。如果来这里投资、扩大

经营，可能会碰到什么机遇，可能会遭遇什么问

题，“这是很多美国企业都急于想了解的”。

调查结果比他预料的还要好。 调查显示，

过去的一年，中国依然是美国企业全球业务的

一大亮点，73%的受访企业表示其在华业务实

现了盈利。而在蓉美国企业的成绩更高，“盈利

企业超过了79% 。”

成都连续五年榜首

今年得票率创新高

在飞速发展的中国国内市场推动之下，超

过91%的受访美国企业称，它们对未来5年各自

在中国的商机表示“乐观”。随着经济增长蔓

延到沿海城市以外， 超过57%的企业指望能够

拓展各自的市场范围。 对这部分企业来说，成

都、武汉和苏州是他们2013年的首选城市。

“不只是2013年，从2008年开始，成都连续

第五年都被列为了首选城市。” 王晓东告诉记

者，对“首选城市”的调查始于2008年。此后每

年，他们都会询问参与调查的美国企业这个问

题，每个企业可以推举三个城市。成都年年上

榜， 且年年位列三城市之首。“尤其是今年，在

这57%的企业中， 超过90%的企业都将首选票

投给了成都，这一比例也创了新高。”

在王晓东看来，这一结果绝非偶然。作为

为美国企业进军西南市场的牵线搭桥者，多年

来，他也总结了一些美国企业选择落户成都的

共同原因。“首先是看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完善。

其次看有多少外资企业在这里，银行服务有没

有跟上， 上下游的企业有没有开始在这里聚

集———这一点非常重要，它标志你这个地方是

不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市’，也就是一个良好

的发展环境。第三则是政府效率和透明度。”

蕴涵巨大潜力

成都吸引美中小企业

据王晓东介绍，在参与调查的15家在蓉美

企里，也有中小企业的代表。“我们西南商会的

会员中，中小企业所占比例已经从几年前的不

足40% ，增加到了如今的60% 。”他意味深长地

说，“不要小看这些中小型企业，他们正是最敏

锐的市场风向标。”

“中小型企业和跨国公司不一样，一旦投资

失败，对企业的打击将是非常大的。所以，在投资

时， 他们会非常谨慎。“人家凭什么要千里迢迢

跑到你这里来，还要重新熟悉这里的环境和法律

法规？”他的答案是，惟有一个飞速发展、蕴涵巨

大潜力的市场才能对他们产生如此的吸引力。

精量电子（成都）有限公司是美国M EA S

传感器在中国的全资子公司，总部位于美国弗

吉尼亚州。精量电子（成都）有限公司总经理

马朝萌告诉记者，当初考察选点，有3、4个城市

备选，最后选择成都，“一是觉得这个城市会是

中国下一个经济增长点，二来成都的人才储备

相当丰富，那么多一流高校和科研院所，这正

是我们这样的高科技企业所需要的”。

投资首选城市 超9成在华美企挺成都

上海美国商会发布《2012-2013中国商业报告》，成都连续五年得票第一

构造电梯全产业链 广日股份西部生产基地落户成都

全 力 推 进

交 通 先 行 战 略

快速公交怎么坐

下周看动画片

部分市级部门预算点击

市发改委

1800万元用于政府投资项目评审

2013年， 市发改委预算收入总计为

9140.12万元，较去年同口径相比增加了458.21

万元，同比增加7.70% ；预算支出与预算收入

持平。根据预算说明，2013年市发改委基本支

出4127.02万元。 而在5013.10万元的项目支出

费用中，1800万元主要用于成都市政府投资

项目的评审业务工作。 其他的主要支出有经

济咨询及网络建设工作经费790.65万元，区域

经济合作发展工作经费300万元，市宏观经济

监测系统建设工作经费200万元，价格认证服

务专项工作经费221.27万元。

市经信委

1.37亿用于推动产业高端化

今年市经信委预算收入支出总计， 均为

66119.53万元，较2012年增加了557.17万元，同

比增长0.85% 。 基本支出预算为7532.48万元。

项目支出预算为58587.05万元， 同比减少

0.77% 。项目支出的支出方向包括：安排推动

产业高端化发展项目13700万元，安排支持企

业做大做强项目9700万元， 安排加快工业园

区建设项目4100万元， 安排促进工业发展项

目6300万元， 安排信息化基础设施服务采购

及建设项目7000万元， 安排信息化应用及信

息安全项目3300万元等。

市科技局

新增1.67亿支持创新驱动发展

成都市科技局2013年部门预算收入总计

45662.68万元， 比2012年增加20724.14万元，

增长 83.1% 。 其中 ，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44456.36万元。 当年财政预算拨款增长

87.31% ，主要原因是根据《中共成都市委成

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增强企业创新能

力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实施意见》新增“增

强企业创新能力加快创新驱动发展资金”专

项16700万元。 支出预算方面，2013年部门预

算支出总计45662.68万元， 基本支出预算

2487.32万元，项目支出预算43175.36万元。项

目支出预算支持的主要方向包括：八大科技

产业化工程7600万元、 科技成果转化工程

8000万元、 企业创新创业人才培育工程1000

万元、 科技服务大广场建设工程4786.57万

元、创新发展战略研究工程1200万元、促进科

技金融结合专项8650万元等。

市交委

1011万元用于交通规划研究

市交委2013年部门收入预算为18036.22

万元，同比增长1.6% ，部门预算支出收入持

平。 部门的基本支出预算为7619.39万元；项

目支出预算为10416.83万元， 比2012年增加

168.19万元，增长1.64% 。项目预算支出的主

要方向为：全市交通事业发展综合管理资金

1397万元、全市交通综合执法与交通行业监

督管理资金1716.02万元、全市道路运输行业

管理专项资金1509万元、公路建设维护及质

量监督管理资金861.28万元、 养护体制改革

前离退人员专项经费1982万元、航务管理专

项经费76.19万元、 全市交通规划研究专项

经费1011.43万元、 交通信息化专项支出

1206.23万元、 出租汽车行业管理专项经费

657.68万元。

市规划局

1.2亿元用于市政工程设计院项目

市规划局 2013年部门预算收入总计

51436.97万元，比2012年增加11403.11万元，增

长28.48% ，该部门预算支出与预算收入持平。

基本支出预算为17616.89万元。项目支出

预算为33820.08万元， 比2012年27079.27万元

增加6740.81万元，增长24.89% 。项目支出预算

的主要方向包括：规划局机关项目经费912.55

万元、 市规划执法监督局项目经费404.00万

元、市规划设计院项目经费4501.01万元、市政

工程设计院项目经费12826.15万元、市勘察测

绘研究院项目经费13925.00万元。

市防震减灾局

2000万元建两个防震减灾平台

市防震减灾局2013年部门预算收入总计

2841.38万元，比2012年增加214.54万元，增长

8.2% ；预算支出与预算收入持平。

2013年市防震减灾局的基本支出预算为

413.01万元； 项目支出预算为2428.37万元，比

2012年增加185.62万元，增长8.3% 。项目支出

预算主要方向包括： 地震台网运行维护193.5

万元、防震减灾教育专项经费项目70万元、地

震应急演练专项项目80万元、 市防震减灾平

台建设项目2000万元、 地震监测业务费项目

84.87万元。 其中防震减灾平台建设项目有两

个， 一个是地震应急专用技术平台建设项目

1000万元， 主要用于建设市地震应急指挥中

心及境内12个区（市）县地震应急指挥中心、

购置可视化应急指挥系统、 应急专用设备购

置及平台设备软件系统等； 二是成都市地震

灾害报警（预警）系统建设项目1000万元，重

点监测龙门山断裂带和龙泉山断裂带。

市食药监

1875.8万元用于食品、日用品抽验

市食药监 2013年部门预算收入总计

11521.36万元，比2012年增加2335.5万元，部门

预算支出收入持平。 部门的基本支出预算为

6119.52万元。项目支出预算为5401.84万元，比

2012年增加548.45万元。 项目支出中最大一笔

开销为农产品、药品、食品、保健食品、化妆品和

医疗器械抽验经费，达到1875.8万元。此外的项

目支出还有食品安全举报奖励经费50万元、

食品药品安全监管工作经费110万元、 生猪质

量安全追溯体系运行保障经费165万元、肉类、

蔬菜流通追溯体系运行维护经费300万元、食

品及食用农产品风险监测抽验经费150万元、

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经费20万元、 餐饮服务、保

健食品、化妆品监管工作经费381万元等。

市房管局

1813万元用于住房保障工作

成都市房管局2013年部门预算收入总计

38725.86万元， 与2012年同口径基本持平。其

中，公共财政预算收入33305.86万元。支出预

算方面，2013年部门预算支出总计38725.86万

元，与2012年同口径基本持平。

其中，基本支出预算9122.34万元。项目支

出预算29603.52万元， 比2012年同口径减少

46.97万元。项目支出方面包括，加强住房保障

工作安排资金1813.28万元， 大力推进棚户区

改造、加强房屋征收监管、建立科学运行机制

安排资金1737.24元等。

成都商报记者 王楠

2013年， 成都市级各部门要花多少钱？

这些钱具体花在哪些地方？近日来，成都市

各市级部门在市政府门户网站的财政公开

栏目陆续公布了本部门的 2013年预算说

明。截至昨晚，已有44个部门通过这种方式

公开。

记者看到， 已经公布的44个部门的预算

说明显示，市城管局、市粮食局、市环保局等

10个部门的预算支出有所压缩， 市房管局持

平，其余33个部门则均有所增加。

按照成都市2013年财政预算报告， 成都

今年新增财力的八成将用于民生，而“五大兴

市战略”的投入也将加强，这一预算安排落实

情况将在各部门的预算中显露出来。

根据 《2013市本级公共财政支出预算明

细表》，2013年成都全市公共财政支出预算总

计2614841万元，一般公共服务、教育、社会保

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等方面成为花钱“最多”

的方面。明细表显示，2013年成都市一般公共

服务的预算支出为264157万元， 教育的预算

支出为189926万， 社会保障和就业的预算支

出为105514万元， 医疗卫生的预算支出为

274465万元。

不仅如此， 在今年的公共财政支出预算

中，节能环保、科技方面支出也较大，成都今

年在节能环保方面的预算支出为86238万元，

包括技术研究与开发、 科学技术普及在内的

科技方面的预算支出为58695万元。

44市级部门晒账本：今年钱这样花

成都市级部门2013年预算陆续公开，今年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支出261亿元，新增财力八成用于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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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与推进新农村建设和新型

城镇化结合起来，坚持产城相融、产村相

融，安排好新村建设、公共服务、社会保

障等重大事项。 要与加强灾区生态环境

保护结合起来， 把生态修复作为灾后恢

复重建的重要内容，推动绿色发展，推动

灾区走出科学重建、跨越发展之路。

四要坚持两手抓， 继续把发展作为

第一要务。坚持科学发展、加快发展，把

稳定经济增长势头作为当务之急， 把深

入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 为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目标而奋斗作为全省工作主题。

继续加大投资力度， 抓好民企入川项目

落实，精心组织央企入川，港澳企业入川

活动，办好财富全球论坛、西博会、世界

华商大会。抓好项目工作和工业生产，加

强要素保障，针对不同企业、行业采取不

同办法解决困难问题。

灾区恢复重建和全省经济发展，都要

始终坚持科学发展，坚持以人为本和全面

协调可持续，做到“五个统筹”。尤其要处

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决不能以牺牲环境

为代价换取短期经济增长，决不能走“先

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任何项目都必须经

过科学论证、科学选址，尊重自然、尊重科

学、尊重规律。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

成果人民共享，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

依法决策，重大项目建设必须充分听取专

家和群众意见。 要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

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现代服务

业，提升产业层次。

五要扎实开展主题教育活动， 统一

思想，推动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中国梦”的一系列重要

论述， 对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起到了鼓舞

人心、凝聚力量、指明方向的作用。我们

要准确把握“中国梦”深刻内涵，奋力谱

写“中国梦”的四川篇章。近年来，四川

先后经历了两次地震灾害， 给灾区带来

了巨大伤痛和损失。在中央高度重视，给

予巨大支持， 各方面也给予很大帮助的

同时，我们必须自立自强，努力建设美丽

富裕和谐稳定四川， 确保与全国同步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 要通过开展主题教育

活动，把全省人民的思想统一起来，凝聚

起全省各族人民同舟共济、 共克时艰的

强大力量，努力形成灾后重建快速推进、

多点多极竞相发展、 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的生动局面，充分展示坚强四川、奋进四

川、安全四川、美丽四川的良好形象。

六要高度重视并切实做好社会稳定

工作。人心思稳、人心思安是大势所趋、人

心所向。没有稳定的环境，一件事情都干

不成。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维护四川和谐

稳定的良好局面。广大党员干部，全社会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都要

立足本职，爱岗敬业、勤奋劳动，都要树立

“主人翁”意识，自觉维护大局和谐稳定。

会议强调， 当前四川正处于抗震救灾

的艰难时刻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

期，勤劳、勇敢、智慧、团结的四川人民，一

定要充分发挥“能够战胜一切困难、不被困

难所压倒”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大力弘扬伟

大抗震救灾精神，自强不息，顽强拼搏，万

众一心，共克时艰，奋力夺取抗震救灾和经

济发展双胜利。 四川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

好，四川人民的生活一定会更加美好！

在蓉省委常委出席会议， 省人大、

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和有关方面负责同

志列席会议。

以安置为中心任务

抓紧开展恢复重建前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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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高度关注受灾群

众过渡安置工作， 指出要继续抓好伤员

救治、物资保障、抢通保通、临时补助政

策落实等工作，制定好过渡安置方案，继

续抓好防治次生灾害工作， 确保受灾群

众基本生活。

习近平强调，要全面准确评估灾害损

失， 尽快启动灾后恢复重建规划编制工

作，充分借鉴汶川特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

成功经验，提高规划编制科学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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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要切实掌握防汛主动

权。要把工作做在前面、做在平时，切实

做到防患于未然，确保隐患整改到位，重

点防范到位，基础保障到位。

三要切实确保安全度汛。要严格责任

落实， 做到防汛工作环环相扣、 不留盲

区；要加强协调配合，确保防汛指挥有力

有序有效；要严肃防汛纪律，严格落实24

小时防汛值班制度和防汛信息报告制

度，对领导不力、工作疏忽、处置失当造

成严重后果的，要严查责任、严格追究、

严肃处理。

市防汛指挥部副指挥长： 市委常委、

成都警备区司令员刘继承， 副市长谢瑞

武，市政府资政黄平出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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