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警
解读

10月13日起，科华立交
（含底层）将禁止入城，机动车
虽可在二环路进行转换，但不
建议市民在二环路进行转换。
一旦科华北路一线排行的汽车
过多，交警将在中环路甚至三
环路适时分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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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下午2：30，2015成都蓝顶艺
术节的重要主题展——“洛杉矶当代
艺术：这座城市的多元文化精神”将在
蓝顶顶空间正式开幕。届时，12位来自
洛杉矶的当代艺术家将带来绘画、摄
影、影像、装置和表演等不同形式的艺
术作品。明年10月，蓝顶美术馆将带领
众多成都本土的艺术家及其作品到洛
杉矶进行回访性展览。

洛杉矶不仅是世界知名的娱乐中
心，而且是文化圣地，来自世界各地的
先锋艺术家以及画廊、博物馆星散在
洛杉矶的各个角落，使这座城市成为
名副其实的“艺术之城”。

“洛杉矶当代艺术：这座城市的多
元文化精神”策展人侯熙，是一位从成
都走出去的艺术家。她已在洛杉矶生

活了多年，在谈起这座城市的多元文
化精神时，她给出了几个关键词：开
放、活泼、创新、探索、冒险。在她看来，
成都的文化特质和洛杉矶非常相似。

侯熙介绍，本次主题展最大的特
点便是“多元文化精神”，艺术家们带
来了大量新颖的艺术作品，侯熙特别
介绍了艺术家Ann Phong的作品。“她

的作品主题是关于水的，观众可以参
与进来。比如观众在观看这个作品时，
可以把上面一些部分粘贴的材料扯下
来，就好像在清洁水资源。”侯熙相信，
成都人民能够通过洛杉矶艺术家们的
作品来了解这座城市，加深两座城市
之间的文化交流。

众所周知，成都的现当代艺术在
全球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也是中国当
代艺术的“理想国”。“一个诗人在成都
能找到知音，一个画家也能。”侯熙说
自己对成都有很深的情感，而且在这
里能够找到真实的中国，真实的本土
文化，这也是她选择成都作为这次展
览城市的原因。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实习生 陈椰琳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今日市区 多云 13~26℃ 偏北风1~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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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创业课堂”第一课昨日开讲，三位创业先锋
面对面交流如何找方向、找伙伴、找资金、找市场

高升桥路佳灵路15日起整治
起于一环路止于中环路，明年4月将升级为双向8车道

10日，交通运输部同时发布
《关于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出租
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和《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
管理暂行办法》的征求意见稿，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为期1个月。

《指导意见》将“专车”等新业
态纳入出租汽车管理范畴，巡游
出租汽车可在道路上巡游揽客、
站点候客，也可提供预约运营服
务；预约出租汽车不得巡游揽客，
只能通过预约方式提供运营服
务。对预约出租汽车运价实行政
府指导价或市场调节价，对巡游
出租汽车实行政府定价或政府指
导价。

《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出租
车经营权不得炒卖和擅自转让。
对出租车经营权实行期限制，逐
步取消有偿使用费。新增出租汽
车经营权全部实行无偿使用，并
不得变更经营主体，各地不得新
出台经营权有偿使用政策。

《管理办法》明确，网络预约
出租汽车（简称“网约车”）经营服
务，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依托构
建服务平台，接入符合条件的车
辆和驾驶员，通过整合供需信息，
提供非巡游的预约出租汽车服务
的经营活动。

《管理办法》要求网约车车辆
应为7座以下乘用车，使用性质登
记为出租客运，取得出租汽车类
别的《道路运输证》。驾驶人若想
成为网约驾驶员，应取得相应准
驾车型机动车驾驶证并具有3年
以上驾驶经历，符合相关安全驾
驶条件。符合条件的驾驶员并经
考核合格的，取得预约出租车汽
车驾驶员类别的从业资格证。

《管理办法》还规定，任何企
业和个人不得为乘客和未取得合
法资质的车辆、驾驶员提供信息
对接开展运营服务。不得以私人
小客车合乘或拼车、顺风车等名
义提供运营服务。 据新华社

交通运输部出新规征意见

逐步取消出租车
有偿使用费

禁止私家车跑专车成都商报讯（记者 辜波）老川藏路
（高升桥路-佳灵路）道路综合整治工程将
于10月15日开工，计划于2016年4月建成
通车。昨日，成都市建委宣布，该工程东北
起于一环路西一段与高升桥路交叉口，沿
川藏路向西南延伸，通过二环路后止于武
阳大道与佳灵路交叉口（中环路），道路全
长约2.725公里，完工后双向6车道将升级
为双向8车道，整体提升城南大通道的通
行能力。

高升桥路、佳灵路是老川藏路的起点
段，是成都较早建成的连接西南区域的放
射性主干道之一。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逐渐演变成市政道路，由于道路建成时
间较早，且为水泥混凝土路面，部分路段已
出现不同程度损坏。此次整治除了解决原
道路病害，还将铺设沥青混凝土路面，对照
明、公交、市政管线等进行改造。还将修建
桥梁及隧道9630平方米，包括修建肖家河
加宽工程780平方米、广福桥下穿隧道工程
4600平方米、九兴大道跨线桥工程4250平
方米。改造后的老川藏路（高升桥路-佳灵
路）道路红线宽40米，双向8车道，其中20.5
米为车行道，7.25米为辅道。

洛杉矶当代艺术今日对话成都
2015成都蓝顶艺术节重要主题展今开展

展出作品之一 图片由蓝顶美术馆提供

10月13日至12月31日，红星路沿线多处交通调整

绕行红星路 一张图读懂

二环路郭家桥路口，届时将
打开中央绿化带，并设置交通信
号灯，允许从二环路科华立交方
向驶来的车辆，从路口左转进入
郭家桥正街。需注意的是，左转
之后，是下穿隧道辅道，只有一
条车道，通行能力有限。

“出城还是可以选择科
华北路一线，进城的话首选
还是高攀路、望江路一线！”
的哥老王说，高攀路、望江路
一线是交管部门保障的进城
通道，不建议驾驶员从这一
线出城。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制图 杨培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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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何绕行妙招都可以告诉我们
方式一：在成都商报客户端投诉频

道，点击“投诉求助戳这里”留言
方式二：拨打86612222，推荐您的绕

行方案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
文 杨彩华）10月8日至10日，杭州
市代表团在成都考察城市规划建
设、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创新
及“十三五”规划等工作。10月9
日，两市举行座谈会，交流社会经
济发展情况。成都市委副书记、市
长唐良智，杭州市委副书记、市长
张鸿铭出席会议并讲话。

唐良智对杭州市代表团来蓉
考察表示欢迎。他说，长期以来，
成都、杭州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
中，互相支持、取长补短，建立了
广泛的联系，开展了多领域的交
流，形成了经贸往来更加密切、人

员交往更加频繁、文化交融更加
深入的合作局面。杭州产业结构
好、创新能力强、开放水平高，在
全面深化改革、管理体制调整等
方面的诸多成功经验和做法，对
成都有很大的借鉴作用。当前两
市都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都处
在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这次杭
州市代表团来蓉考察访问，为两
市进一步深化友谊、加强合作带
来了新的机遇。我们希望与杭州继
续保持密切联系，共同分享开放资
源，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推动
创新驱动发展等领域，全面加强合
作，携手共赢发展。 紧转02版

杭州市代表团来蓉考察
成都杭州两市举行座谈会 唐良智张鸿铭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
文）昨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
智赴西南交通大学调研，出席环
交大智慧城启动仪式并致辞。

在西南交大，唐良智实地参观
了西南交大轨道交通国家实验室
震动滚动实验台、高速列车基础研
究实验平台，详细了解各平台的建
设情况和研究成果，对学校在轨道
交通方面的科研实力和取得的成
果十分赞赏。他说，当前成都正在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

推进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加速
地铁、有轨电车、高铁等城市轨道
交通织密成网，迫切需要高等院校
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决策咨询
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撑。希望西南交
大充分发挥自身高端技术平台和
雄厚研发实力等优势，和市级相关
部门一道，积极推动轨道交通科研
成果与市场、企业对接，把科研成
果更多转化为实用产业技术，为我
市轨道交通事业发展和城市转型
升级作出更大贡献。 下转02版

加快创新驱动发展
携手共建“环交大智慧城”
唐良智赴西南交大调研并出席“环交大智慧城”启动仪式

成都科技双芯
南有“科学城”北有“智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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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首都爆炸 至少86人死亡
截至目前尚未接到有关中国公民在爆炸事件中伤亡的报告

《指导意见》对出租汽车发展
定位、运力规模管理、经营权管理改
革、经营行为规范、价格机制改革、
公开透明监管机制等方面作出了
全面、系统设计，以此破解出租汽车

行业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和难题。
《管理办法》对网约车经营

者、车辆和驾驶员实行许可管理，
特别对网约车经营者的责任和义
务提出明确要求。 下转02版

据新华社电 根据土耳其卫
生部1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首都
安卡拉当天上午发生的爆炸袭击
已造成86人死亡，另有186人受
伤，其中28人伤势严重。

中国驻土耳其使馆表示，截
至目前，尚未接到有关中国公民
在爆炸事件中伤亡的报告。

10日上午，安卡拉火车站附
近发生两起爆炸。记者在现场看

到，地上有大片血迹，建筑物的玻
璃被震碎，警察已将现场封锁，多
辆救护车已赶到火车站附近。

据报道，安卡拉当天中午
将举行一场和平集会。爆炸发
生时，参加集会的一些游行者
正在火车站前等候。报道援引
土耳其政府官员的话说，这是
一次恐怖袭击，爆炸由自杀式
袭击者制造。

透视改革焦点

创业课堂第一课来了200多人
演讲嘉宾有问必答 不含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