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驳回上诉

刘汉刘维终审维持死刑判决

成都商报昨日报

道的巧家县青少年足

球队遇地震大巴被

埋，徒步20公里如期

参赛的报道， 引发广

泛关注

川之魂球迷协会

上百球迷捐款1.6万

元购买的足球服、足

球鞋和足球， 今日从

成都启程； 一著名房

企来到成都商报协商

如何捐赠足球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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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后台实名、前台自愿”的原则，通过真实

身份信息认证后注册账号，注册时，应承诺遵守法律

法规、社会主义制度、国家利益、公民合法权益、公共

秩序、社会道德风尚和信息真实性等“七条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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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导读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今日市区 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暴雨 23~29℃ 阵风4~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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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甲午年七月十三

向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献礼

《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今晚央视一套开播

全剧共48集，历时5年创作拍摄，全景反映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4年

实行全面改革开放这段重要历史

成都商报讯 （记者 刘文藻 实习记者

王超）

小平故里广安要通动车了！今日兰渝

铁路高（兴）南（充）线将正式开通运营，

成都至广安间每天开行2对动车组，2小时

10分钟左右跑完全程， 比过去坐汽车节省

了一半时间。 动车组二等座仅为87.5元，比

最便宜的长途大巴还要相因16.5元。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铁路局获

悉， 成都—广安动车组具体票价为一等座

105元、二等座87.5元。此前，从成都至广安

并无直达旅客列车，或从重庆站中转，或从

达州站中转， 成都市民基本选择高速公路

前往广安，大约需要4至5个小时，两地动车

组的开行将时间压缩一半左右， 也标志着

广安市由此纳入成都两小时经济圈， 并步

入动车时代。

为方便沿线旅客购票， 成都铁路局在

广安南站、岳池站售票厅各设立了7个售票

窗口、6台自动售取票机。 旅客可在广安南

站、岳池站购买联程票在成都站“无缝”中

转，乘坐高铁动车，去往上海、福州、南昌、

郑州、武汉当天即可到达。

据悉， 兰渝铁路高南线位于南充和广

安境内，线路北起达成铁路南充东站，向东

南方经岳池、 广安后， 止于襄渝铁路高兴

站，线路全长88.7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

为客货共线、单线电气化Ⅰ级铁路。该段的

建成投用，形成了成都、重庆、南充、广安铁

路环线。兰渝铁路预计2015年底全线贯通。

目前， 成都发广安的长途客车主要是

十陵车站与城北客运中心，票价分别为117

元和104元，早8时到晚6时滚动发班。

今起坐动车 成都2小时到广安

每天两对动车组，一等座105元、二等座87.5元

成都至广安动车组时刻表

D5176次

D5175次

广安南站(11时09分)�邛 成都东站(13时19分)

岳池站11时20分到22分开，南充站11时54分到56分开

成都东站(13时40分)�邛 广安南站(15时53分)

南充站15时06分到08分开，岳池站15时40分到42分开

D5178次

广安南站(16时14分)�邛 成都东站(18时23分)

岳池站16时25分到27分开，南充站16时58分到17时开

D5177次

成都站（8时20分） 邛 广安南站（10时37分）

南充站9时50分到52分开，岳池站10时24分到26分开

21世纪经济报道：

255家世界500强企业进驻

成都列为外商投资中国首选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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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反映

市民刘先生称， 成都市物价局规定电马

儿室内包月最高9元/月， 但自己所在小区收

20元/月。锦江区物价局经实地核实，确认该

停车场违规收费，遂责令停车场按规定收费，

并罚款500元

商报调查

昨日下午， 成都商报记者调查了城区17

个小区， 只有东洪广厦小区停车场按规定收

取， 大部分停车场对不充电的电马儿包月停

车收费15到20元，并表示没听说过物价局相

关规定，如9元/月只有亏本

国家网信办发布“微信十条”

微信实行实名制

公众账号不能擅发时政新闻

成都商报调查城区17个小区非机动车停车场，仅1家符合收费标准

拨86613333－1，反映你身边的非机动车停车违规收费情况

临时停车若连续停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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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为一次 包月停放代为充电的，充电费用协商收取

依据成价费

[2004]255

号文件

临停：4角

包月：7元

临停：5角

包月：9元

临停：6角

包月：11元

七条底线

实名注册

新闻单位、新闻网站开设的公众账号可以发布、

转载时政类新闻， 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资质的

非新闻单位开设的公众账号可以转载时政类新闻。

其他公众账号未经批准不得发布、转载时政类新闻

时政新闻

不得乱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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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小区多收了吗？

电马儿停室内 最高9元/月

临停：3角

包月：5元

收费标准

可以下浮

不得上浮

自行车 三轮车（含老年车） 电动三轮车电动自行车

葛红林在研究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产业发展工作时强调

紧紧围绕产业主攻方向

全力推动新区产业加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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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297个项目

成都12亿资金援藏

02

本报讯 （成都日报记者 张魁勇）

昨日， 省委常委、 成都市委书记黄新

初前往都江堰市，就落实党风廉政建

设“两个责任”，与都江堰市委、市人

大、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进行集

体谈话。

黄新初在谈话时说， 落实党风廉

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

任，是履行党章赋予职责的根本要求，

是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迫切需要，是

对反腐败理念思路的重大创新， 是加

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的生动体现。 都江

堰市广大干部要牢固树立“抓好党风

廉政建设是本职、 不抓党风廉政建设

是失职、 抓不好党风廉政建设是不称

职”的理念，以坚决的态度和有力的举

措，将“两个责任”落到实处。当前，要

结合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主动查

找“四风”方面突出问题，敢于开展批

评和自我批评，勇于直面问题、解决矛

盾， 不断提高领导班子和领导个人自

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

高的能力。长远来讲，必须坚持用制度

管权管事管人的改革要求， 抓好建章

立制，推动形成一大批于法周延、于事

简便、 指导力强、 长期管用的制度规

定，将资源权、财经权、人事权等关进

制度的笼子里，从源头上消除滋生“四

风”的土壤。

黄新初指出， 都江堰市是世界著

名的旅游胜地， 拥有古老的都江堰水

利工程和中国道教发祥地青城山，因

“水”而兴、因“堰”而名、因“道”而

盛。作为成都市的一个卫星城，都江堰

要着力在提升功能品质上下功夫，充

分体现对中心城区规划的协同性、产

业的承接性、人口的疏散性、生态的改

善性、区域的辐射性功能，更好发挥对

城市优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黄新初强调， 成都发展到今天，要

当好领导干部， 必须具备全球视野、战

略思维、务实精神、正确路径、有效方

法。 都江堰市广大干部要按照这一要

求，齐心协力、主动作为，以只争朝夕的

精神，奋力推动科学发展、领先发展，将

都江堰建设得更加美丽繁荣和谐。

成都市委副书记、 市纪委书记邓

修明，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朱志宏，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元坤，副市长

谢瑞武参加会议。

坚决落实“两个责任”

全力推进卫星城建设

■要牢固树立“抓好党风廉政建设是本职、不抓党风廉政建设是失

职、抓不好党风廉政建设是不称职”的理念，以坚决的态度和有力的举

措，将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督责任落到实处。

■作为成都市的一个卫星城， 都江堰要着力在提升功能品质上下功

夫，充分体现对中心城区规划的协同性、产业的承接性、人口的疏散性、生

态的改善性、区域的辐射性功能，更好发挥对城市优化发展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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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鲁甸6.5级地震特别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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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爱心涌向巧家县青少年足球队

球鞋球服足球都有了

足球场也快了

黄新初就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与都江堰

市领导班子进行集体谈话

本报讯 （四川日报记者 张宏平）

8月7

日上午， 省委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领导小组在成都召开会议。省委书记、省委

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组长王东明主持会

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领导小组副组长柯

尊平出席。

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教育实践活动领导

小组近期有关会议精神， 听取我省第二批

教育实践活动查摆问题、 开展批评环节工

作汇报，审议通过整改落实、建章立制工作

指导意见，对以狠准韧劲头解决“四风”突

出问题、 实打实解决关系群众切身利益问

题、下大力气解决联系服务群众“最后一公

里”问题、坚持务实管用建章立制、持续深

入碰硬推进正风肃纪、 进一步加强组织领

导等，作出部署。

王东明在讲话中强调， 教育实践活动

越往后，越要持续用力。各地各部门要认真

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刘云山同志重要讲话

精神， 牢固树立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的思

想，发扬“钉钉子”精神，以更高的标准、更

严的要求抓好活动开展， 确保取得群众满

意的实效。要重点抓好五个方面工作。

第一，强化问题导向抓整改。问题找到

了，承诺也作了，如果不见行动、“雷声大雨

点小”，就会失信于民。要始终聚焦“四风”

问题，即知即改、立说立行，对照征求到的

群众意见、查摆出的突出问题、专题民主生

活会提出的批评意见和上级党组织、 督导

组点出的问题，建立台账，明确整改责任，

一项一项抓落实，接受群众监督，接受巡视

工作监督检查。要全面深化正风肃纪，扎实

开展中央“7+4”专项整治和省委“9+X”

问题专项整治，对顶风违纪行为出重拳，发

现一起、 严肃查处一起。 要践行 “三严三

实”要求，进一步喊响一心为民、干在实处，

坚决纠正个别地方和单位出现的为官不为

问题。 要抓好第一批活动与第二批活动整

改衔接，搞好第一批活动整改回头看，防止

问题反弹回潮，上下联动、共同推动活动中

反映出的问题得到解决。

第二，坚持务实管用建章立制。解决“四

风”问题，要靠完善的制度、刚性的约束来保

障，并逐步纳入法治轨道。要把活动中好的

经验做法用制度固定下来，省市县机关重点

完善科学民主决策、党务政务公开和办事公

开的制度； 执法监管部门重点完善公正执

法、规范执法、阳光执法的制度；

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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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省委教育实践活动领导小组召开会议

传达学习中央领导小组会议精神

审议整改落实建章立制环节工作指导意见

王东明主持会议并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