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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 龙泉

驿、新都、青白江、

郫县、温江、新津等

7个区县的城市总

体规划 （2014－

2020）日前获市政

府批复， 明确了这

些区县建设卫星城

的定位

■要求上述区

县， 坚持 “四态合

一” 的规划建设理

念， 充分体现现代

化的城市形态、高

端化的城市业态、

特色化的城市文

态、 优美化的城市

生态融合发展

■按照 “十分

钟公共服务圈、十

分钟公园圈、 十分

钟公共交通圈”的

要求， 完善各级各

类公共服务设施，

优化空间布局，创

造优良的人居环境

成自泸高速成都主线站、成温邛高速温江北站、绕城高速大件

站等9个收费站开始使用混合车道，可以同时实现ETC和人工收费

两种功能

中心城区堵点首批

“短平快”改造工程4处改

造点全部完工， 缓堵初见

成效

北打金路口 （蜀都大

道与红星路二段交汇路

口） 至四川宾馆路口由东

向西的公交专用道调整为

社会车道

孙京植 CJ集团 会长

朴商镇 三星电子 社长

具滋烈 LS集团 会长

崔成起 现代汽车 社长

慎文范 LG电子 社长

张仁焕 浦项制铁公司 社长

李元濬 乐天百货商店 社长

苏镇世 乐天集团 社长

李秀满 SM娱乐集团 会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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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乙未年三月十七

卫星城三大“十分钟圈”

创造优良人居环境

成都原则同意7个区县的城市总体规划（2014-2020）

韩企巨头掌门人将

参加2015世界知识论坛·中韩企业家高峰论坛

三大领衔人物

众多行业领袖

尹相直 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 长官

金章洙 韩国驻中国大使馆 大使

张大焕 （韩国）每日经济媒体集团 会长

05� 06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舒）

成都

铁路局昨日表示， 为满足旅客需

求，铁路部门进一步优化互联网和

手机购票服务办法，自2015年5月6

日起，将通过互联网和手机购票的

时间由原来的开车前2小时以上，

扩展至列车开车前30分钟以上，即

只要不晚于所需乘坐列车开车前

30分钟， 旅客均可通过12306网站

和手机客户端购票。为了不影响其

他旅客购票， 列车开车前2小时内

所购车票请于10分钟内完成支付。

网购火车票 开车前30分钟都可以

蜀都大道北打金路口-四川宾馆

取消由东向西

公交车专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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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企高管齐聚，无

论是数量还是规模，都是

空前的”

参会的韩方企业涵

盖制造、百货、房地产、金

融、娱乐、通信、电商等多

个产业。其中大部分为世

界500强排名靠前的企

业，三星、现代、LG、SK、

浦项等韩国大企业都铁

定参会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杨晓

沣）

昨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

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72次常务会

议。会议研究了成都制造、创新型

城市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国际化

城市建设等2025规划编制工作。

会议指出， 起草编制重点领

域2025规划纲要， 是成都落实国

家“一带一路”战略和省委省政

府“五个新作为”要求的一项重

要工作，是成都实现“新常态、万

亿级，再出发”新起点上跨越发

展的一项系统工程。 政府各有关

部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 提高认

识、提升站位，进一步明确“你是

谁、你能做什么、怎么能做好”的

问题，进一步找准城市发展定位、

城市发展目标、 重点工作任务和

实施路径， 推动各项2025规划更

加适应时代要求， 更加符合发展

规律，更加贴近市情民意，为我市

奋力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

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奠定坚

实的基础。

会议强调， 规划引领先行，

蓝图绘就未来。当前成都面临的

机遇难得， 肩负的责任重大。编

制2025规划必须强化顶层性、科

学性和实践性。要进一步找准努

力方向，认真研究思考成都在国

际格局、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中

的地位作用，加快打造国家枢纽

空港、 门户城市和内陆开放高

地，更好明确成都未来十年的发

展目标和定位；要进一步突破思

维定势， 摆脱传统经验束缚，认

真研究思考成都新时期的 “站

位”和“打法”，谋划好成都未来

十年的重点工作任务；要进一步

加强理论与实践结合，更好把握

城市发展规律，认真借鉴国际先

进经验，把握时代要求，紧密结

合成都发展实际，更好突出规划

的科学性和措施的可操作性；要

进一步强化规划统筹协调，做好

6个2025规划相互之间的衔接，

以及2025规划与“十三五”规划

的对接， 确保规划目标可及、措

施可施、计划可排、项目可干，更

好肩负起国家赋予成都的使命

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的 “首位城

市”的责任。

对于家长的反对和学校的坚持，你

更赞同哪一方的观点，欢迎拨打成都商

报热线86613333-1参与讨论

规划引领先行

蓝图绘就未来

唐良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72次常务会议

ETC车辆过混合车道

不用拔卡但须停车

停课三天扫校园

20年传统可否变

面对家长质疑，成都20中校长表示既要

关注星空，也要关注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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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制图 邬艺

拨86613333-1

来讨论

昨日起，成都20中高二（8）班的学

生全部停课3天，专职负责校园卫生。停

课扫地已在该校坚持了20年

停课扫地已坚持

20年

部分家长认为，希望能将停课扫地

的方式变为放学后打扫，以腾出更多时

间复习准备“零诊”考试

家长希望打扫在

放学后

“女司机被打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她先是突然切换三条车道，别了

男司机，男司机路怒症爆发，追上女司机反别一下后迅速向前行驶，女

司机又加速追赶上来，再别男司机，并摇下车窗大吼，最终招致被暴

打。如果双方都能控制自己的情绪，而非以暴制暴，女司机不会被打，

男司机也不会铸成大错。”

———昨日， 市公安局政治部宣传处民警李威佟发长微博分析，此

次暴力事件完全可以避免

男司机狂打女司机

以暴制暴

打人男司机被刑拘

行车记录仪还原两位司机开“斗气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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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打金路口至川宾由东向西的公交专用道标识已取消 摄影记者 王红强

成绵高速城北收费站的

ETC/

人工通道 摄影记者 王红强

现代汽车

警示

名言

第一是自主研发

第二是自主研发

第三还是自主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