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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网站公布一批人事任免

成都商报讯（记者 韩利）昨日，
四川省政府网站公布了一批人事任
免，经四川省人民政府第90次常务
会议决定，任命郭庆义为四川民族
学院院长，任命吴锐为四川省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安全总监（试
用期一年），任命潘小非、付东为成
都体育学院副院长。同时免去李能
武的四川民族学院院长职务，免去
薛斌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外事侨务办
公室副主任职务。

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开工

昨日，四川省政府在成都举行
大渡河双江口、雅砻江杨房沟水电
站集中开工仪式。成都商报记者从
省发改委获悉，这两个项目是国家
2015 年计划开工的清洁能源重大
工程，也是国家和四川省“十二五”
规划重点电源项目。

双江口水电站位于阿坝州马尔康
县、金川县境内，为大渡河干流规划开
发梯级电站第五级，是推进阿坝经济
建设与民族社会稳定的重大工程，砾
石土心墙堆石坝最大坝高314米，为世
界第一高坝；雅砻江杨房沟水电站位
于凉山州木里县境内，是雅砻江中游
迎来全面加速开发的标志性工程。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2020年建成 全部为地下线

根据公告显示，6号线一期、二期
工程北起于望丛祠站，南至观东路站。
线路主要呈南北走向，全长47.4公里，
全部为地下线，共设车站38座，其中换
乘站14座。最大站间距2.85公里，为金
融中心东站至中和站区间；最小站间
距0.69公里，为二环交大路口站至小花
园站区间，平均站间距约1.26公里。南
面设车辆段1座；北面设停车场1座。一
期、二期工程共设置3座主变电站。控
制中心与在建的7号线合设于7号线崔
家店停车场内。

根据建设规划，分为一期、二期工
程，其中：一期工程川师影视学院站至
观东路站，全长28.8公里，全部为地下
线，设站25座，其中换乘站11座，全部为
地下站。

二期工程望丛祠站至川师影视学
院站，全长18.6公里，全部为地下线，设
站13座，其中换乘站3座，全部为地下
站。据介绍，6号线一、二期工程计划于
2016年开工建设，2020年建成开通。

目前，成都地铁官网公布了6号线
一、二期勘察设计总体总包标、供电、
车辆段停车场、弱电系统、设计监理和
岩土勘察及区间、轨道设计标等7个方
面的招标公告，涉及地铁6号线工程建
设的众多方面，也标志着6号线建设进
入了实质性推进阶段，距离市民也会
越来越近。

可与多线换乘 成都地铁网络化

公告指出，6号线一期、二期共
设 14 座 换 乘 站 ，记 者 了 解 到 ，这 14
座换乘车站分别为，广场路站换乘

规 划 21 号 线 ，犀 浦 站 换 乘 已 建 成 2
号线、成灌线，上府河站换乘规划9
号 线 ，二 环 交 大 路 口 站 换 乘 在 建 7
号线，沙湾站换乘规划5号线，人民
北路站换乘已建成1号线，马鞍北路
站换乘在建3号线、规划15号线，玉
双路站换乘在建4号线，牛王庙站换
乘已建成2号线，三官堂站换乘规划
13号线，沙河桥站换乘规划8号线，
琉璃场站换乘在建7号线，金融中心
东站换乘规划9号线，双陆路站换乘
规划12号线。

从换乘站可以看出，未来成都地
铁6号线将与已建成、在建及规划的
成都13条轨道交通线路进行换乘，待
成都地铁6号线建成通车后，与1、2、
3、4、5、7等线路一起，成都地铁网络
化效果将更为显著，通达状况也将更
为便利快捷。

一期换乘站11座
二期换乘站3座

换乘时间北起望丛祠站
南至观东路站

起终 2016年开工建设
2020年建成开通

今年以来日均客流90万乘次、3月14
日成都地铁单日客流量突破110万乘次、
去年全年客运量2.82亿乘次，如今成都地
铁继北京、上海、广州、深圳之后，全国客
流强度排名第五的地铁系统。每天保证
地铁有条不紊地运行，何时“大站空车”，
何时加密运行，怎样缩短行车间隔，在地
铁运行幕后，有着一个“大脑中枢”，它就
是成都地铁运营公司调度指挥中心，而
调度指挥中心党支部更是起到了关键作
用，不分白昼黑夜，党支部在有这么一批
党员群体，让成都地铁开通至今，在近5
年1751天时间内，达到安全运营无事故。

记者在现场：
早高峰2号线客流超10万

昨日清晨6时许，周一第一列地铁
列车尚未开出，成都地铁运营公司调度

指挥中心世纪城控制中心的调度员们
就已经进入了工作状态，控制中心偌大
的大厅，正前方的大屏幕上，地铁1、2号
线的线路顺次展开，周边一些小屏幕则
播放着可能出现高峰客流的车站实时视
频，繁忙的地铁就此开启新一天的行程。

8时许，周一早高峰客流如期而至，
恰逢新会展展会举行，从天府广场站的实
时监控可以看到，很多市民都在等待换
乘，为了尽快让市民乘坐上车，调度立刻
开始紧张指挥，通过专用调度电话通知车
辆、乘务部门，开行“大站空车”，地铁列车
从升仙湖站出发，在骡马市站开始经停，
奔赴天府广场输送高峰客流。

截至上午9时，周一早高峰客流有
所缓解，1号线进站客流达到7万多人，2
号线进站超过11万人。对行车调度员黄
程波而言，这是他工作三年来很平常的
一天，“今天高峰期1号线投用车辆达到
30多列，2号线则在40列左右，调度们根
据前期观察，安排计划，再根据现场突
发客流进行运力调整，做好调度微调
控。”黄程波说。

全年不休息
“中枢大脑”轮流值守

成都地铁世纪城控制中心，承担了

成都地铁1、2、3、4号线的调度指挥任
务。目前建成的1、2号线已投入使用，还
预留有3、4号线的调度空间。

整个调度指挥中心有130多名工作人
员，在控制中心从事调度工作的人员每班
大约有近20人，实行轮班，24小时都有人
值班。“因为白天有运营任务，晚上还有维
护维修工作需要进行。”据调度指挥中心
副主任李向红介绍。

地铁运营是多专业、多
部门共同运行的一台大联
动机，调度指挥中心是让这
台联动机安全运行的“大脑
中枢”，每个班近20人调度
团队负责行车、电力、环控、
维修、信息等调度工作，确
保这台大联动机高效运转，
确保地铁运营安全通畅。

为了保证专业、敬业、
安全，调度中心党支部启
动了“双向互培促业务，调
度维保共提升”的主题培
训活动，进一步增强党员
专业知识。支部还成立了
中心行车、电环技术管理
组开展技术攻关，已完成

技术难题和规范议题讨论19个，优化调
度流程115条。同时，支部重点培养年轻
党员骨干，在3、4号线新线的筹备工作
中充分发挥党员作用，为后备力量储备
人才。

调度指挥中心的工作人员实行的
是倒班制度，上一天白班，上一天夜班，
再休息两天，为了能够了解更多专业知
识，很多休息时间也都用来培训。

2010年3月成都地铁调度指挥中心
成立，2010年9月，成都地铁1号线一期
开通试运营，从地铁正式上线运行开始
至今，近5年的时间里，在“大脑中枢”的
指挥下，成都地铁安全运营天数已达到
1751天，总运营里程1、2号线共计达到
17037295公里。走出抵达控制中心的电
梯，这些数字赫然在目。

是什么让地铁调度指挥中心保持
了这样的安全记录？不仅在于业务娴
熟，设备高精尖，还有就是调度人员的
专注，“为了保持专注，不放过任何在指
挥系统上出现的小问题，每天上班的调
度人员手机都是要集中管理，而且吃饭
的时候，都是由食堂送餐，在调度台上
迅速解决。”李向红说。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摄影记者 卢祥龙

践行
三严三实 奋力打造

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

记者走基层

地铁6号线要来了，昨日，成都地铁公司官方网站公布了《成都地铁6号线一、二期工程勘察
设计总体总包标招标公告》、《成都地铁6号线一、二期工程工点设计车站1标至6标》等多份公告，
披露了成都地铁6号线一、二期工程线路走向，并首次官方公布38座车站的设站及换乘信息，根
据公告，该工程计划于2016年开工建设，2020年建成开通，北起于望丛祠站，南至观东路站，作
为一条成都重要的地铁线路，未来6号线可与21号线、2号线、成灌线，9号线、7号线，5号线、1号
线、3号线、规划15号线、4号线、13号线、8号线、12号线等13条轨道交通线在14座车站进行换乘。

昨日上午，户籍在新都的刘女
士，在金牛公安办证中心补办了遗
失的身份证。如果放在以前，在金牛
区工作的她，得专门跑回新都公安
办证中心才能补办。

为利民惠民，成都市公安局在
现行人口信息管理系统和居民身份
证制证系统基础上，将过去全市各
公安办证中心（或分中心）只能受理
户籍在本辖区的公民办理居民身份
业务功能，拓展为各公安办证中心
（或分中心）也可受理户籍在本市其
他区（市）县的公民换领、补领居民
身份证业务功能，在全省率先实现
了市域内跨区（市）居民身份证异地
办理工作，为市内离开户籍所在地
到全市其他区（市）县工作、学习、生
活的群众就近办理居民身份证提供
了便利服务。

成都市公安局决定从2015年7
月13日起，在全市公安机关实行成
都市域内跨区（市）的居民身份证异
地办理工作。即自7月13日起，凡常
住户口在成都市行政区域内的公
民，本人持《居民户口簿》（换领居民
身份证另需提供本人原居民身份
证），可到全市各区（市）县范围内就
近的公安办证中心（或公安办证分
中心）申请办理居民身份证换领、补
领业务（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及市
局人口信息系统内无照片人员不在
此办证业务范围内）。

受理地公安办证中心（或分中
心）现场完成申请人的人像信息采
集、指纹信息采集、信息审核、证件
受理签发工作。之后，申请人凭《领
取居民身份证通知单》在证件受理
后 30 日内到受理地公安办证中心
（或分中心）领取居民身份证。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成都商报讯（记者 汪玲）日前，
农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
（简称国家专项计划）的录取已接近
尾声，北大、清华昨日已率先完成了
该批次的录取。

据北大四川招生组组长任羽中
介绍，北大在国家专项计划录取中，
理科录取分数线633分，文科616分，
共有10名考生被北大录取。据悉，针
对这些农村娃，北大将为他们量身定
制“燕园领航计划”，不仅提供系统的
经济资助，更会由知名学者、杰出校
友担任“领航导师”，帮助他们尽快适
应北大的学习生活，为他们提供更多
的社会实践、国际交流机会，让他们
能自信地应对未来挑战。

而据清华大学四川招生组组长
杨华中介绍，该校文科录取线 618
分，实际录取3人，理科录取分数线
640分，化工、土木和材料等应用型
学科成为国家专项学生们最喜欢的
专业，由于四川考生非常优秀，清
华比原计划增加13%的计划量，实
际录取17人。

今年四川贫困专项中，广安友
谊中学有9人被清华大学录取，2人
被北大录取，宣汉中学有6人被清
华大学录取，1 人被北大录取；另
外，阆中中学、汶川中学、平昌中学、
苍溪中学、南高嘉陵校区、南江长赤
中学也有学生被北大清华录取。国
家贫困专项计划给四川秦巴山区的
学生带来了更多机会，对于一些学
校来说，今年还是当地首次有学生
考入了北大、清华这样的顶尖名校。

成都人市域内
可异地补办身份证

国家专项计划录取结束
更多的农村娃得以上名校

一 条 斜 穿 城 市 的 地 铁 线 给 我 们 带 来 什 么

地铁运营“中枢”：5年无休、无事故
成都商报记者走进让成都地铁安全运营1751天的调度指挥中心党支部

●1号线南延线
首期工程

始于地铁1号
线世纪城站，止于
华阳站。目前5个车
站全部主体封顶。

●4号线一期工程

工程始于非遗
博览园站，止于万
年场站，目前车站
全部封顶，全面转
入附属结构施工。

●3号线一期工程
工程始于太平

园站，止于军区总
医院站。目前全线17
个车站全部封顶（其
中春熙路站与地铁2
号线一期同步建成）。

●7号线工程
工程全长38.56

公里，设车站31座，
车辆段和停车场各1
个，是一条环形线
路。目前7个车站主
体封顶（其中东客站
与2号线一期同步建
成），其余车站正在
进行土建施工。

●4号线二期工程

工程分东、西
延伸线两部分，东
延线始于万年场站
止于十陵站，西延
线始于非遗博览园
站止于大学城站，
目前12个车站均已
开工建设。

●10号线一期工程
工程始于太平

园 站 直达双流机
场，并在T1航站楼、
T2航站楼设站，为
双流国际机场专
线。目前6个车站均
已进场施工。

成都地铁
在建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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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3日，摄于成都地铁调度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