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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掉“停车场”帽子

金粮路半幅通车

金粮路作为北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

重要通道，改造后将缓解数万居民出行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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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的时间能当成五年来用

么？ 这个问法也许很可笑， 但在

2014年四川移动的4G网络建设

上却成为了现实。2013年11月到

2014年11月的一年时间里，四川

移动4G网络规模的建设情况已

经超过了之前3G网络五年的建

设规模，四川省内移动4G覆盖已

经完全成熟。

2014年是四川移动用户在4G用户体验

上飞速提升的一年，随着四川移动4G网络

建设的不断铺开，四川移动用户对于4G从

惊喜地发现到深入的使用体验， 经历了颠

覆性的改变历程。 在2014年初不少四川移

动用户对于4G还处于完全陌生阶段，而仅

仅十个月移动4G就已经家喻户晓，这和四

川移动对于4G网络建设和4G用户发展的

重视密不可分。 年初还需要刻意给用户推

荐4G手机的情况已经彻底成为历史，在四

川移动各营业网点已经很少看到4G专柜或

4G专区的设置，“基本上我们在售的近300

款手机里都是4G手机了，所以不需要再强

调哪些手机是4G手机了。” 四川移动高升

桥营业厅的一位工作人员这样告诉记者。

“一号工程”

五倍速的网络覆盖

2012年12月8日，四川移动开通省内首

个4G基站，该基站主要肩负了各种测试、优

化、试点的功能，是四川迈入4G的里程碑。

2013年11月12日四川移动启动了声势浩大

的网络攻坚大会战，宣布了全员投入4G建

设的号召。4个月后的2014年3月2日四川移

动4G基站突破10000个，对于这样的建设进

度四川移动高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14

年6月16日四川移动4G基站突破20000个，

较之前的进度提前了一个月完成目标，仅

花了3个月时间建设10000个基站， 然而随

着用户数量的飞速增长， 这个数据依然没

有得到满足。2014年7月15日四川移动4G网

络规模超过了3G，之后在2014年8月15日四

川移动4G基站达到了30000个，已经全面实

现全省各县市的4G全面覆盖，进入乡镇覆

盖阶段。目前四川移动已启动4G三期工程，

截至今年年底4G基站将突破4万个，2015年

6月将突破6万个，超越2G规模。

截止到记者截稿的今天， 距离四川移

动启动网络攻坚大会战正好一年， 这一年

里四川移动4G基站和网络规模的成熟度

超过了3G，而3G是从2009年1月7日发牌开

始建设，也就是说四川移动在4G的网络建

设方面一年做了五年的工作， 让不少参与

网络建设的工作人员感叹：“这一年干了

过去五年的工作， 年初大家是拿着手机找

4G信号，现在估计要拿着手机找4G信号盲

点都难了。”

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多角度突破

四川省是地形复杂的省份， 丘陵地带

和山区较多整体海拔落差达到4000多米，

成都为中心的平原城市又高楼林立现代化

建筑较多，“基站的布局规划到建设，都有

很多难处。” 加之2014年四川移动4G工程

建设规模大、工期紧、难度大、要求高，通过

实施“网络攻坚大会战”，全面搭建4G“规

划、建设、维护、优化”协同网络建设新模

式。为了实现“多快好省”的建设目标，只

能集中人力物力大干快上，推动4G网络能

力实现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突破。

截至目前， 四川移动已经完成县城以

上连续覆盖，全省高铁、高速重要路段有效

覆盖，重点乡镇、高校、商圈、各类5A/4A级

景区重点覆盖。4G一期工程提前2个月完

成集团下达建设任务， 基站开通进度排名

全国第三。4G二期工程提前5个月完成集

团下达的12476个基站建设任务，列全国第

六。全省日均开通基站超过100个，高峰期

日开通数超过300个， 相当于每5分钟就有

一个全新的移动4G基站成功建立。在这个

过程中，四川移动的4G建设者们并非完全

只争4G基站数量上的突破，更在4G网络的

质量上严格把关， 根据成都商报记者在全

省十个城市测试的数据显示，移动4G实测

平均速率达到61Mbps。

“不管是山区丘陵地带还是城市的基

站建设都有很多难点， 山区地形复杂选址

要考虑周边自然环境， 而且道路原因导致

建设的难度增加；城市里由于现代化建筑

过于密集，金属材质的建筑材料对网络信

号的干扰等诸多因素，所以每一个基站的

规划和选址都是最大的问题；而最为困难

的还在于室内覆盖，为了优化网络实现4G

的室内覆盖，工作人员几乎都深入到城市

里每一栋大楼里勘察， 尤其是地下停车

场、电梯间等环境。”参与4G建设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每一个基站的规划和建设他

们都要设身处地的计算好规划好如何让

用户的4G没有盲点。正是因为这样的工作

态度，这一年里，不管是成都这样的省会

城市，还是川东北的光雾山镇；不管是峨

眉山的金顶， 还是西岭雪山的滑雪场；不

管是高大上的春熙路街头，还是青白江的

居民小区，处处都覆盖了移动4G的信号。

“多快好省”

推进4G网络建设

既要快速建设，又要网络覆盖广度加

大，又要网络质量好，这一切都建立在投

入的基础上，然而四川移动在4G的网络攻

坚大会战中不断优化资源结构，通过配套

刚性管控，严格设计会审等措施，超额完

成省内建设任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了

投资效益。

2014年是四川移动的“转型发展年”，

4G网络建设与质量提升是四川移动加快

转型、确保领先的关键。从2013年11月召开

“4G网络攻坚大会战” 启动会开始，至

2014年8月31日止， 历时292天、 累计建成

LTE基站31638个，推动我省4G网络规模全

面超越3G，实现了网络的升级换代。目前

四川移动4G网络规模列全国第五，是四川

省内覆盖面积最大的4G网络。

成都商报记者 王化

一年当成五年用

四川移动4G网络规模已超3G

和谐物管四部曲

业主回归物业管理“主角”

小区物管事务越

来越透明、物业服务水

平越来越高、业主参与

物业管理的意识越来

越强……近几年，成都

大大小小的居民小区

里一切正在悄然改变。

随着和谐物管主题年

的逐年推进，物业服务

水平、公开透明程度和

业主参与意识都有很

大改观。

从2011年的 “公

开年”，2012年的“规

范年”， 到2013年的

“品牌年”， 再到今年

的“业主年”，连续四

年的物管主题年活动

也能看到成都和谐物

管的发展轨迹：用公开

促规范， 用规范促品

牌，用业主参与来提高

小区管理水平。 今年，

物业管理活动主题年

活动进入第四个年头，

在前三年重点关注物

业服务行为和企业的

规范和提升的基础上，

今年主题年聚焦到了

物业管理的主体———

业主。

家住成都盛畅园小区的刘阿姨是一位旅游

爱好者， 但今年年初在小区参加的一次 “跟团

游”却让她尤其印象深刻。

刘阿姨说的这次“跟团游”，其实是小区物

管企业成飞物业精心准备的一次“业主开放日”

活动，这也是今年“业主年”的重点活动之一。

“虽然跟小区业主之间的关系还算融洽，但

是他们对于我们的工作其实并不太了解，我们每

天到底在如何为业主服务？ 通过业主体验日，业

主可以更好地了解物管各个岗位的工作，从而尊

重物业服务人员的劳动，热爱小区、维护小区的

环境。”成飞物业的相关负责人表示，尤其是通过

这个活动，希望能让业主更深入地了解自身的权

利和义务。比如，电梯、门禁等设施设备其实都是

小区业主的共同财产，但以前不少业主以为维护

管理都是物管公司的事情， 和自己关系不大，通

过体验日，让更多业主了解小区的“家底”，更好

地爱护小区的设施设备。

但是这次活动怎么搞才能达到效果？这让成

飞物业的工作人员颇费了一番心思。最后他们决

定把这次活动搞成一次模拟的旅行团形式，把带

领业主参观的一个个物管工作地点作为 “景

点”，由物管工作人员担任“导游”，全程为业主

介绍情况，业主还可参与体验物管工作，让活动

更加轻松也更容易达到效果。

“参加这个旅行团，收获很大。”刘阿姨说，

目前已经退休的她每天有不少时间在小区，但

从来没有跟物管进行过深入的接触和了解，“有

时候小区的设施坏了， 业主很生气说为什么物

管不第一时间来修理， 这回才知道原来是需要

业主委员会牵头申请动用维修资金； 还有些业

主担心小区的安全性， 这次我们也专门参观了

物管的监控室， 小区各个关键地方都有摄像头

24小时监控， 这样一来我们也放心了很多。”刘

阿姨告诉记者， 现在她逢人就会讲这次去参观

的情况，“小区的设施设备都是我们自己的‘财

产’，是我们大家的‘家具’，应该共同管理好、

维护好。”

构建一个和谐的物管环境，与每一个小区居民

的生活质量和切身利益都息息相关，这也是成都市

房管局连续四年推出物业管理主题年活动的初衷。

“要想实现和谐的物管，必须要物业企业和业主双

方面共同作用才行，前三年我们主要将目光瞄准信

息的公开，行为的规范和企业的发展。而今年，我们

将目光瞄准了业主。”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 前三年的主题主题分别是 “公开

年”、“规范年”和“品牌年”，这三者之间是环环

相扣的关系： 从物管事务的公开接受业主的监

督，到物业服务行为逐步规范，再到物业服务企

业主动提升品质，打造响亮的物管品牌，实现物

业服务的全方位提升，“按照一年一个主题，一年

解决一个问题的思路，这三年的主题年活动已经

让全市的物业服务企业的水平有了很大的提

升。”该负责人说，今年将主题定为“业主年”，则

是希望能够在继续巩固前几年成效的基础上，通

过这样的活动提高业主参与物业管理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引导业主依法维权、有序参与、民主管

理、履约尽责，“进一步增强物业管理向现代服务

业转型升级的内生需求和驱动力。”

“一年一主题，一步一台阶。”该负责人表

示，2008年， 成都在全国率先迈出了创建和谐物

管的步伐，到现在的物管主题年活动，不仅培养

了优秀物业管理项目，也正在 “培育”更多优秀

的业主，业主的物业管理责任主体作用在更大范

围被调动和发挥， 物业管理整体水平进一步提

升。

成都商报记者 赵素冰

特殊的小区“跟团游” 业主对物管更了解了

事实上，刘阿姨参加的这个“旅行团”是全

市各大小区都在陆续开展的 “业主年” 主题活

动。从今年年初开始，“业主年”正式被确定为第

四个成都物业管理“主题年”活动，同时确定了

“业主年”的三大活动形式：业主开放日、业主体

验日和业主大讲堂，“截至目前， 全市已经举行

了这类主题活动近5000余场次，参与业主数量接

近6万人。”成都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据了解，之所以确定这三大主题活动，是因

为希望借助这些活动实现物管企业与业主之间

全方位的沟通。通过“业主开放日”活动，组织业

主参观小区的供水、配电、电梯、消防、监控等设

施设备，向业主展示房屋共用部位、共用设施设

备的管理维护状况，让业主对物管的工作有初步

的了解；“业主体验日”活动则更进一步，通过开

放一线物业服务岗位让业主进行职业体验，邀请

业主参加消防、防汛、电梯困人等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演练等，让业主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物管企

业的工作， 为双方建立更加良好的沟通基础。此

外，对于一些与物业管理相关的法律问题，比如

与业主息息相关但不少业主还不太了解的业主

大会制度、维修资金政策等，则通过“业主大讲

堂”的形式与业主进行沟通。

“这三项可以说是今年主题年的 ‘规定动

作’，在此基础上，不少物业企业还根据业主的实

际需求和物业服务的薄弱环节，推出一些‘自选

动作’，进一步丰富、创新活动的内容和形式。”

该负责人说，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今年主题年各

项活动的开展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三大业主互动活动 贯穿物业管理“业主年”

从企业到业主 全方位构建和谐物管环境

从去年年底开始，由城投集团接手，金粮

路正式启动改造，它也是北改一条重大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按照改造计划，金粮路将从现在

河道内侧的12米宽道路，拓展到金牛支渠河道

内外两侧，宽度累计达30米。同时，还将使其往

东延伸至西华大道， 在延伸线上避开河道后，

内外侧道路会合二为一，成为一条宽40米的双

向六车道道路。建好后金粮路将从1.8公里延伸

到3.7公里。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来到现场看到，金粮路

完全焕然一新：河道外侧道路宽15米、长约1.7公

里，沥青路面铺筑已完毕。为不影响周围居民的

正常出行，这半幅已于11月10日形成通车。附近

不少居民感慨，道路笔直开阔，完胜老路。

施工人员介绍， 目前大部分施工力量已

转到河道内侧的金粮路老路上施工， 它将由

从前10米宽拓展到15米宽。河道上将会建设4

座桥，连接两侧道路，用于车辆掉头，满足区

间道路节点交通转换。 预计今年年底实现两

侧道路通车。

两侧道路往东延伸后， 会在1.8公里处合二

为一建设，这段延伸线长1.9公里、宽40米，双向6

车道，下一步将全力推进建设。一旦金粮路全线

贯通，可以将蜀西路、金牛大道、西华大道三条

放射线主干道串联起来， 一定程度上为城西片

区和城北片区之间的通过性交通提供通道，并

起到集散交通的作用。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实习生 廖华 摄影报道

金粮路可以摘掉“停车场”的帽子了。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城投集团了解到，

作为一条北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的重要通道，金粮路已于11月10日成功实现

半幅通车，缓解当地数万居民的出行需求。余下部分道路正全力推进建设工作。

城投集团预计，一旦这条3.7公里长的道路完工，可以解决蜀西路、金牛大道、西

华大道三条放射线主干道的横向联系道路缺乏的现状，更可满足三环路与绕城之间

区域与日俱增的横向交通联系，带动片区发展。

在网络上， 位于城西三环外的金粮路过去

相当有名，曾是当地有名的“停车场”。“‘停车

场’的意思就是，这条路车一多就可能会堵。”

网友小豆曾经吐槽说，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期，只

闻喇叭声，不见车挪动，简直就是一个停车场。

小豆家住新里派克公馆。 自从小区交付入

住后， 他才发现这条路是小区5000多户居民出

行的唯一通道。 更麻烦的是， 周围还有君临天

下、成都后花园、西江月等几个大型楼盘，随着

它们陆续交付入住， 每天上下班有大量车辆拥

到这条道上来。一到放假更严重，成都外国语学

校的师生们也来了。许多人痛苦不已，不仅小车

难过，连自行车都通行不便。

实际上， 金粮路在从前原本只是一条宽10米、

双向两车道的乡村小道，旁边紧邻一条金牛支渠的

河道。其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位于金牛区、高新西区

与郫县犀浦镇交界处，同时连接蜀西路、金牛大道、

西华大道，周围数万居民出行基本都要靠它。

片区发展 乡村小道变数万居民出行必经之路

启动改造 年底前或将实现1.7公里通车

金粮路效果图 右侧沥青路为已通车的半幅新路

核心

提示

半幅通车

新路笔直开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