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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路

-

天府大道 火车南站立交

-

天府五街

蜀都大道（

2

条）

成渝立交

-

收费站

三环苏坡立交

-

文家场收费站

主干道 分段限速起止点

老成灌路 金牛立交

-

老成灌路界牌处

蜀汉路

-

蜀西路

-

西芯大道（羊西线） 三环路

-

绕城高速犀浦立交收费站处

金辉路 三环路

-

金辉路与南北大道相交路口

红星路（

2

条）

成绵收费站出口

-

青龙高架

三环桂溪立交

-

天府新区交界处

锦华路（新成仁路） 琉璃立交

-

绕城高速

驿都大道 三环航天立交

-

洪河大道

老成华大道 龙潭立交

-

成青金快速路新都界牌处

川陕路 川陕立交

-

蓉都大道天回下街路口

北星干道 三环下桥处

-

新都界

成彭路

-

金丰高架 金丰高架（高架起点

-

收费站）

交大路 交大立交

-

西华大道成都郫县界牌处

光华大道 三环路

-

光华大道江安河路口

草金路 草金立交

-

永康路统力大道路口

武侯大道 三环路武侯立交

-

绕城高速接待寺立交收费站

川藏路 川藏立交

-

成双大道北段与成双大道中段相交路口

大件路 成雅

0

公里处

-

白家跨线桥处

机场高速 火车南站路口

-

收费站

剑南大道 三环路石羊立交

-

天府五街路口

成汉路 三环路

-

锦悦西路口

益州大道 三环路

-

天府五街路口

蜀龙路 三环路蜀龙立交

-

熊猫大道路口

成都商报讯（记者 赵素冰）

东广场地下

一层专门为公交车 “服务”， 而社会车辆停

车、出租车停靠全部集中到西广场地下一层。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东客站项目管理方获

悉，今天开始，东客站将进行优化改造，以后

东、西广场将各司其职，改造期间，原有的东

广场停车场将关闭，社会车辆可以前行700米

左右到东站长途客运站停车场停放。

东西广场负一层功能调整

成都东客站是一个综合交通枢纽，火车、

地铁、长途客车、公交、出租等多种交通方式

在这里无缝对接，还包括社会车辆停车功能。

“不少功能都集合在负一层。”项目管理

方相关负责人表示， 在东客站的东西广场负

一层分别都有社会车辆停车、出租车乘坐、公

交车站台这些同样的功能。 虽然在地下层有

交通诱导、交通指示牌，但仍有不少乘客在地

下层“晕头转向”：想坐公交车，跟着指示牌

可能到了东广场， 却发现自己要乘坐的那一

条公交线是在西广场始发。

不仅如此，功能的重叠，也可能造成交通

流的交叉影响。

今天开始，东客站将进行功能优化改造，

改造后，东广场负一层全部作为公交场站；西

广场负一层主要为出租车和社会车辆停放，

并设置一条机场大巴到发车道， 并同时在西

广场地面设置旅游大巴停车场。这样，东西广

场的功能将更加清晰。

施工期间 东广场不能停车

施工将从今天开始启动， 并持续到12月30

日，项目管理方将同步制作新的交通诱导标识。

改造后，东广场负一层将设置6根公交车

道， 比现在东西广场之和还多， 车道旁修建

200多平方米的公交站房，除机场大巴之外的

公交线路全部集中在此发班和到达。

西广场将设置3根出租车道，和现在基本

保持一致， 紧邻出租车道还有一条机场大巴

车道，这条车道还将兼作公交车应急车道。

同时，现在东广场的社会停车场将关闭，

社会车辆可以选择西广场停车场和长途客运

站停车场进行停放。

“施工期间，东广场停车场就将关闭。”

相关负责人表示， 如果行驶到东广场需要停

车的市民，可继续前行700多米，在长途客运

站停车场停放。据了解，东广场停车场的泊位

有178个，而长途客运站停车场有348个泊位。

此前长途客运站停车场未对社会车辆开放，

将和施工时间同步开放。

火车北站改造后

二环高架能快速到达

昨日， 成都市规划局做客 “成都面对

面·政风行风热线”时表示，火车北站将按

照立体换乘、高效换乘进行改造，目前只能

从二环底层进入火车北站， 今后从南北方

向、二环高架都能快速到达火车北站。

市规划局介绍，城北片区干线路网改造，

从一环往北到北部商贸城，西至成彭高速、东

抵成绵高速。

围绕火车北站的改造主要有两点， 一是

火车北站本身配套的道路匝道；二是外围，包

括二环跟周边一些道路的转换枢纽两部分。

商贸大道要结合二环高架形成一个立交，进

出火车北站铁路两侧都可以快速到达， 此外

还要新增快速路凤凰山高架桥工程。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实习生 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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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经验 推荐书籍

纸鸢书院开讲

11日下午，

由成都市思想政

治工作研究会携

手成都市学生联

合会打造的虚拟

书院———纸鸢书院正式开讲。

在首场读书会活动 “创意中华65

年———纸鸢书院读书会第一话” 的现

场，北京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向勇、洛可

可设计公司创始人贾伟和来自四川大学

等在蓉高校的500多名大学生一起，分享

他们在文化创意发展方面的知识和经

验，鼓励大学生培养创新精神，拓宽对创

意文化的视野和认识。

每场读书会， 专家都会推荐适合大

学生阅读的书籍并现场赠送，同时，读完

推荐书籍的学生， 还可将写好的读后感

发送给纸鸢书院，参加读后感征集活动。

本次读书会为学生们推荐了《孔子家语

通解》《文化立国》两本书，并将推荐书

籍各200本赠送给现场的学生。

纸鸢书院的读书会从今年10月开

始， 每月将在成都各大高校开展2～3场

活动，每场活动都邀请2～3位专家学者，

结合社会热点，围绕读书、评书等主题，

开展以弘扬传统文化为中心的访谈互动

类活动。

风筝有风才能高飞， 梦想若要实

现，还需要有所依托。作为一个由读书

会、 书院网站互动宣传平台及各类高

校特色文化活动等构成的综合性公益

文化交流平台， 纸鸢书院将面向成都

的大学生开展文化交流等一系列活

动， 还将在成都各高校成立纸鸢书院

分会，并设立创意基金。此外，书院官

网上有大学生都可参加的创意活动，

书院组织专家进行评选，一旦被采用，

将得到创意基金的支持。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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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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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成果从诞生起

就“面朝”市场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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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优秀的

科技成果， 应根

据市场需求同时

具备技术可行性

和市场效益可行

性。但过去，大多数科技成果甚至在立项

阶段就缺乏充分的市场调研和对接渠

道， 这一方面直接导致市场无法找到合

适的科技成果； 另一方面又使科技成果

的应用领域和价值偏窄、偏少，致使成果

形成后还需要耗费大量资源开展转化对

接、项目推介等。

面对上述问题， 近年来国家科技成

果转化（成都）服务示范基地，从科技成

果“诞生期”的市场化、产业化能力判断

入手，利用成果评价、项目评估等，积极

开展科技成果转化服务。 在成果评价与

科技金融服务结合， 以信息挖掘促进科

技成果转化， 利用专家智库资源服务成

果转化等方面不断做出探索。

国家科技成果转化（成都）服务示

范基地2012年正式授牌， 其主要运营单

位为成都市科技评估中心。

去年， 基地先后组织开展科技成果

评价41项， 成都市科技计划项目绩效考

评项目304项，区市县科技专题评估评审

36项。

在成都

这座拥有两

千多年历史

的城市里，新

兴的文化创意产业正兼容并包地发展

着，并推动着这座城市的经济转型升级。

10月11日首届成都创意设计周以及2014

成都创意设计产业展览会拉开帷幕，有

望成为具有智慧聚集和研发孵化成果转

化功能的又一产业平台。

2014成都创意设计产业展览会，展

出了创意农业、工业设计、文化旅游、信

息通信等各类创意产品；包括“成都礼

物”获奖作品展、成都青年创意设计展、

亚洲新势力设计展、 大师设计成都精品

展等。

成都市博览局副局长刘红钢说，成

都市举办该活动的目的有两方面， 第一

是为全球企业在成都投资找到新的洼

地， 也为青少年提供就业和创业的新途

径。第二是通过打造现代高端服务业，进

一步提升文化创意， 为成都发展找出一

条新的路径和模式。

此外，成都还将制定出台《成都市

创意设计产业发展四年行动计划》，通

过政策扶持， 推进创意设计和设计服务

高端发展，促进创意设计与新型工业化、

新型城镇化、信息化、农业和服务业现代

化深度融合，打造“创意名城”和“设计

之都”。

成都打造

创意名城、设计之都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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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客站今起改造 东广场停车场关闭

12月30日优化改造完成后，坐公交去东广场，打车停车到西广场

同步播报

东广场负一层：坐公

交（6根车道 ),不再

停小汽车

西广场负一层：坐出

租(3根车道)、坐机场

大巴、停小汽车

东广场负一层不再

停小汽车，可到东站

长途客运站停车场

改造时

改造后

昨日， 成都市公安局交管局召开中心

城区骨干路网提高限速值新闻通气会。市

公安局交管局局长李文胜说， 为进一步提

高路网通行能力， 将从10月25日起至2015

年春节前分三批次对中心城区道路条件

好、交通设施完善的道路适当提高限速值。

为有效缓解汽车大幅增长带来的路网

交通压力和可能出现的严重交通拥堵，根

据广大市民群众的意见建议， 交管部门在

确保交通安全的前提下，深入调研、反复论

证，遵循“同一道路限速值基本统一，道路

条件好、设施完善的路段适当提高，道路线

型和道路条件差的路段维持现状” 的原

则，从10月25日至2015年春节前，分三批对

中心城区道路限速值进行优化调整。“第

一批次对中心城区三环路外的放射状快速

路、准快速路、主干道（包括上跨桥、下穿

隧道）的限速标志、标线进行调整。第二批

次将对三环路主辅道及三环路以内主干道

的限速标志、标线进行调整。第三批次将对

剩余道路的限速标志、标线进行研究，充分

论证分析后予以适当调整。”李文胜说。

市公安局交管局科规处副处长林斌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 在第一批次的提速道路

中，科华南路下穿隧道将从目前的限速60公

里/小时，提速到80公里/小时。天府大道的4

条车道限速将从80公里/小时、80公里/小

时、70公里/小时、60公里/小时调整为统一

的80公里/小时，辅道的限速也将适当提高。

林斌还说，在第二批次提速中，三环路

主道的4条车道限速将从目前的100公里/

小时、80公里/小时、80公里/小时、60公里/

小时调整为100公里/小时、100公里/小时、

100公里/小时和80公里/小时。三环路辅道

的限速将从40公里/小时提高至60公里/小

时。此外，一环路的限速也将从40公里/小

时提高至60公里/小时。“二环路的限速标

准维持不变！”林斌说。

6大理由提高限速

1

、路况得到较好改善

近年中心城区大多数主次干道均进行了

道路改造，整体通行能力得到较大提高。

2

、车辆性能得到改善

随着汽车工业发展，车辆的提速、制动、

安全性能等指标均有较大改善。

3

、交安设施日益完善

中心城区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隔

离护栏等交安设施每年都在不断改进完善。

4

、监控设施可全覆盖

目前中心城区设置的电子警察监控设

备，对闯红灯、侵走公交专用道、车辆超速、越

实线超车、 不按导向车道行驶等各种违法行

为进行抓拍。

5

、交通安全意识提高

随着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的大力开

展，广大群众的交通安全意识越来越高。

6

、二环高架成功提速

提速一年多， 交通事故发生量较提速前

并无较大的提升（无因超速引发的重大交通

事故发生）； 超速违法行为数量较低且无超

速50%以上的严重违法行为发生。

根据公安部交管局出台的指导意见，对

于在限速低于60公里/小时的公路上超过规

定车速50%以下的，交警将予以警告，而不罚

款、扣分。

也就是说， 之前限速40公里/小时的路

段，只要行车时速不超过60公里，就不会被罚

款和扣分。那么，此次提速诸如一环路，从限

速40公里/小时提速至限速60公里，是不是意

义不大呢？

市公安局交管局民警解释， 按照公安部

交管局出台的指导意见， 行车时速在40公

里～60公里之间，虽然不罚款和扣分，但这也

属于交通违法行为，要被予以警告。一旦发生

交通事故， 超速的行为会使驾驶员承担更多

的事故责任。

第一批次

第二批次

第三批次

汽车保有量300万

城区缓堵保畅压力大

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交通先行”战

略， 中心城区大多数主次干道均进行了提

升改造， 整体通行能力得到较大提高。但

是，道路限速值并未提升，仍存在较低或偏

低问题。 随着中心城区汽车和驾驶人数量

的迅猛增长，交通供需矛盾日益加剧，市政

府和公安交管部门已采取了“尾号限行”、

严管交通违法行为、提高中小街道利用率、

扩展建设公交专用道、优化信号配时、加快

智能交通和科技建设、 推行轻微事故快处

快赔等一系列措施， 确保交通拥堵状况得

到遏制，没有进一步恶化。但当前我市城区

交通运行状况仍然面临严峻的形势。

今年9月中旬， 全市汽车保有量已达

300万辆，交通供需矛盾非常突出，中心城

区交通缓堵保畅压力巨大。 道路限速提高

后，一方面车辆能更快到达目的地，在道路

上花费的时间将有所减少，对群众工作、生

活提供了较大方便； 另一方面减少同一时

刻在途车辆数， 能够有效延缓高峰时段拥

堵进程，缩短拥堵持续时间。

三环路主道提速

每小时多跑500辆车

车速与道路通行能力成正比，车速值

越高，道路单位时间内通过的车辆越多。根

据《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机动车道车

速和通行能力的关联是： 快速路路段一条

机动车道在每小时60、80、100公里的基本

通行能力分别为每小时1800辆、2100辆、

2200辆； 其他等级道路路段一条机动车道

在每小时40、50、60公里的基本通行能力分

别为每小时1650辆、1700辆、1800辆。

主城区干道提速后， 对于缓堵保畅具

有重要意义。以三环路为例，提速后仅主道

通行能力，每小时将提高500辆。据了解，目

前我市主城区多数道路限速40公里、 主干

道限速多为60公里。提速后，城区路网通行

能力将大幅增加。

时速60公里内超速50%本来就不罚款不扣分

一环路限速 40变60有意义吗？

提速后，非机动车和行人的安全会否受到

威胁，路上的交通事故会否增多？

此次调整，一个贯穿始终的前提是“确

保安全”。成都交警对提高限速的范围，经过

详细的考察、科学的论证。道路条件好、交通

设施完善、 电子监控设备覆盖率高的道路适

当提高限速值。“所谓适当，是根据道路条件

分析，有的道路时速上限提高10公里，有的提

高20公里，不具备条件的则不调整。”市交管

局科规处优化科科长周伟潮举例说， 例如内

环路，虽然是主干道，但由于机动车、非机动

车混行，并未提速到60公里以上。“确保安全

的情况下适当提高， 绝不是所有的道路全盘

提速。”周伟潮表示。道路线型不好，道路条

件较差或事故多发的路段，维持现状限速。

交警表示，提速的同时，电子监控设施也

将相应作出调整，对于超速行驶，将依法处罚。

交警同时提醒广大驾驶员， 中心城区道

路限速值的提速工作是分阶段进行的， 即便

在同一批次实施也是一个渐进过程。 因此请

广大驾驶员注意观察路面的限速标志和标

记，请勿超速行驶。同时，请广大非机动车驾

驶员和行人注意交通安全， 请勿侵走及随意

横穿机动车道，请按照信号灯和交通标志、标

线通行。“还要严格遵守道路限速规定，应根

据实际路况、天气状况等科学合理控制车速，

以确保安全。 同时中心城区道路限速值的提

速工作是分阶段进行的， 希望全体交通参与

者注意观察路面的限速标志和标线， 自觉遵

守各项交通法规和限速规定。”交警说。

数 字 解 读

三 问 提 速

发生交通事故，责任不同

问

1

问

2

超速行驶，将依法处罚

问

3

事故多发路段，限速不变

一批次 25条主干道限速将调整

交 管 解 读

目前的三环路主车道限速标志牌，限速提高后，第二车道和第三车道将和第一车道一样限速

100

公里，第四车道将限速

80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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