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文多 郭庄 美编 张庆 校对 诗雯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04
2016年1月15日

星期五

3700年前，自米诺斯帝国在世上拥
有城邦之后，城市的雏形出现。

2300年前，成都的城市文明蹒跚起
步。“一年成邑，三年成都”。自此，从未改
名换址的成都，以自身独特的发展轨迹，
开始了最为骄人的城市文明路径。

成都，这座曾以“扬一益二”美誉闻
名天下的幸福之都，这座世界上最早纸
币“交子”的发明之市，这座曾令马可·波
罗流连忘返的“繁华大城”，这座李白笔
下“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
的美丽都市，这座杜甫眼里“窗含西岭千
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的东方水城，这
座“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的蜀汉故都，这座以七彩蜀锦和“濯锦之
江”闻名于世的锦绣之城……挟两千余
年辉煌与文明，一路潇洒走到今天。

如今，这座古老而现代的大都市，站
在“新常态、万亿级，再出发”的新起点
上，又迎来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正向
着“高标准推进城市发展，加快建设国际
化大都市的目标”全力进发。

“唯有效法先贤、与时俱进，高标准
推进城市发展，把成都建设得更美好，我
们才能不负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昨天
下午，政协成都市第十四届委员会第四
次会议闭幕式上，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

新初的重要讲话不啻为一声新的发令
枪，一次新的动员令，一纸新的宣言书。

自从城市诞生那天开始，就以无穷
的魅力吸盘一样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
古往今来，城市是人类结晶的智慧创造，
是人类文明的鲜明标志，是人类活动的
重要区域。当“资本”成为“主义”的初始
阶段时，城市就出现了“延颈而望，等待
雇工”的繁荣局面。

放眼世界，21世纪已经成为“城市世
纪”，世界上大多数人口将生活在城市之
中。城市将继续成为政治、文化、经济的
中心，城市将肩负起对人类更加重大的
历史责任。

20年前，全球的人口的40％生活在
城市，2000年时已经接近50％，据预测，
再过十年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将生活在
城市。不用置疑，我们的下个时期将是城
市文明时期。

“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
市和建设城市。”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
东同志就这样号召全党。“建设和谐宜
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
时隔37年的第四次全国城市工作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世界城市发展的走
向，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城市发展的系统
论。他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贯穿着城市发展的始终。近年
来，城乡统筹如火如荼，成都城市化率一
年一个新台阶，数据变化的轨迹，从一个
侧面描绘出一个农耕古都向着城镇化、
现代化、国际化不断迈进的精彩画卷。

无论是国家级还是世界级，成都集

诸多荣誉于一身，近年来的发展引人注
目，可谓政通人和、经济繁荣、社会安定、
百姓安居……站在新的潮头，走过千年
过往，古老而年轻的成都，再次面临新的
发展良机。

如果按照高标准来要求，我们不得不
承认，今天的成都，仅仅初步具备了“现代
味”和“国际范”，“大城市过大，小城镇过
小”的问题依然突出，也就是说，我们未来
成长和升值的空间巨大。就需要以“四态
合一”（形态、业态、文态和生态）的理念和
思路，在精品化、宜人性、细管理上下苦
功、下硬功、下实功，做到既现代时尚，又
功能齐全；既彰显自然之美，又具有人文
厚度；让看得见的地面建筑高大气派，让
看不见的地下管网经久耐用；让每一位创
客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理想，让每一个游客
在这里找到美好的记忆……这是“首位城
市”应有的风度和气派。

法国地理学家潘什梅尔曾发出感
叹：“城市既是一个景观、一片经济空间、
一种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生活中心和劳
动中心；更具体地说，也可能是一种气
氛、一种特征或者一个灵魂。”哲人眼里，
肉体同样是灵魂的居所，而灵魂是精神
的居所。“城，所以盛民也。”人永远是城
市的主角。充分展示人的城市、人的文
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
1500万成都人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
记得住乡愁”。“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
云变古今。”让我们以只争朝夕的姿态共
筑成都城市文明大厦，让我们为极具魅
力的成都送上最为美好的祝福——锦绣
之城，财富之都——成都，都成。

家人越多 责任越大
放心生二孩 沃尔沃来载

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
正式落地实施。除了意味着实
行30年之久的独生子女政策
就此画上句号，同时更是一个
新时代的开始。原本就暗流涌
动的车市，也被这一政策搅动
了起来。家庭成员的增多，必
然需要更大空间、更多座位的
家庭用车。什么样的车才是最
合适的“二孩车”呢？

随着“儿童安全座椅”的普及，
且愿意生育二孩的夫妻往往两个孩
子的年龄差都不会太大，也就是说车
内需要配备两个儿童安全座椅。然
而，现有的轿车后座空间通常不大，
而且母亲还要在后排照料，加上小孩
子出行往往要带一大堆东西，那样的
话对于二孩家庭，能够留下的座位已
然只剩一个，往往还要被孩子的东西
占据，更别说拉上爷爷奶奶了。
SUV有着较好的通过性，视野开

阔，装载能力强，车内空间较大，比较
适合拉东西。后备箱空间大，要是能
把后两排座椅放倒，拉个小家电、家
具都没问题，甚至偶尔睡在车里也都
是可以的。毕竟要是一家多口出门游
玩，需要带很多东西。去郊外旅行时，
开着SUV跋山涉水，也是一种享受。
沃尔沃全新XC90具备了七座

车型，作为SUV，它的前两排空间表
现不错，而第三排也足够成年人乘
坐。作为七座车，XC90的后备箱空
间也挺可观（不放倒第三排座椅的
情况下），而且尾门的开启很方便，
提升了空间的使用灵活性。
二孩车，承载着一家老小，安全

自然是最重要的。沃尔沃在安全方
面的领先，早已人尽皆知。沃尔沃全
新XC90拥有超高级的主、被动安全
配置，在Euro-NCAP的权威测试中
获得五星安全评级，并刷新了得分

纪录；在美国IIHS碰撞测试中也获
得 TopSafetyPick+的 优 异 成
绩———全新XC90车身硼钢使用比
例高达40%；CitySafety城市安全系
统，新增交叉路口自动刹车技术，即
使在转弯时同样可预防碰撞；路面
偏离保护系统，最大化降低汽车冲
出路面事故对车内驾乘人员的伤
害。传感器侦测到事故时，安全带将
自动缩紧，固定驾驶员；WHIPS头颈
保护装置被激活，座椅靠背向后翻
转一个角度，避免“甩鞭动作”造成
伤害；气囊迅速爆出，缓冲冲击力；
方向盘和刹车踏板发生溃缩，保护
驾驶员胸部和腿部安全。ACC自适
应巡航系统可以确保您的车辆与前
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在纷杂路况中，
自动调整车速并及时刹车，让您与
前车保持理想车距。
XC90还配备整体式儿童加高

座垫，弥补了对3岁以上儿童的保护
空白；而自动儿童安全锁一键控制，
确保后门无法从车内打开，进一步
保证孩子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在1月11日开幕

的北美国际汽车展上，沃尔沃XC90
获得北美年度车大奖（年度卡车/多
功能车大奖）。而1月6日沃尔沃汽车
刚公布的中国区域价格优惠政策，
优惠幅度高达5万~8万元，也让
XC90拥有了更好的性价比。

当然，对于二孩家庭来说，理想座驾不一定非
得是七座车，也可以是一辆越界旅行车。

越界旅行车，简而言之，就是一辆轿车加上一
个大号的行李箱：看车辆前半身，是一辆轿车；看
车辆后半身，是一辆MPV；看底盘，又拥有优秀的
离地间隙，具备SUV的一些功能。而除了外观大方
好看，更实在的是好用。

沃尔沃V60CrossCountry就是这样一辆兼具
多功能、大空间、舒适性，同时又操控灵活、具备跑
车时尚动感的理想之车，堪称时尚与实用兼备的北
欧艺术品。

与V60相比，V60CC车身尺寸分 别 为
4635mm×1865mm×1545mm，车身高度提升了
65mm，同时轴距达到了2776mm。这使得V60CC拥
有201mm的SUV级别离地间隙，道路通过性更好，路
途之中周围情况一览无余。无论沙石山路，还是积水
洼地，都能轻松跨越，为家人安全抵达目的地保驾护
航。同时搭载带InstantTractionAWD全时四驱系
统，以更优秀的转向能力、更刺激的操控性能和更高
的扭矩及动力，让您一路感受驾驭的激情和兴奋。上
坡辅助和陡坡缓降功能，防止溜车而造成事故，即使
是不熟练的驾驶者，也不会感到手忙脚乱。

V60CC的后排座椅靠背采用了折叠放倒比
例设计，可将后厢空间轻松扩展至1241升。灵活多
变的后排空间，更添实用与舒适。

虽然尾箱容积增大，但操控性和乘坐舒适性并
没有因此而打折扣，这也是以V60为代表的旅行车
优于SUV和MPV的地方。V60CC是演绎纯粹驾驶

乐趣与卓越性能的精品之作，它配备的2.5LT6直
列五缸涡轮增压发动机，辅以Geartronic6速手自
一体变速箱，提高进气效率和燃油效率，能瞬间释
放254匹峰值马力和360牛·米充沛能量，百公里加
速仅需要7.1秒，令驾驶更富激情和乐趣。

为家人选择座驾时，环保也是值得考量的。沃
尔沃在车内空气质量控制上，也是业界翘楚。在
2001年，沃尔沃汽车就成立了专门的车内空气管理
部门。沃尔沃V60配备的CleanZone清洁驾驶舱技
术，自主洁净车内空气，排出车内积聚的气体，隔绝
车外有害气体进入。内饰与皮革均经过过敏源和有
害物质测试；CZIS主动式座舱清洁系统可以在驾
驶员进入车内之前，减少车内积聚的挥发性气体。
当外界温度超过10℃时，用遥控车钥匙对车门解锁
后，自动启动通风设备以最大功率运转，有效净化
车内空气；IAQS车内空气质量控制系统独具多碳
智能活性滤芯，时刻监测外部空气质量，当外部空
气质量变低，该系统会自动切换为内循环模式，不
仅彻底隔绝尾气颗粒、道路扬尘、花粉孢子等大气
污染，还能净化95%二氧化氮、95%甲苯等有毒空气
污染物。 （桑田）

沃尔沃XC90
不止于空间宽大，更具备五星安全

沃尔沃V60CC 时尚与实用兼备的北欧艺术品

九天开出一成都
再绘城市新图画

■成都商报评论员

本报讯（成都传媒集团两会特别报道组记者
华露艳）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期间，政协委员、
政协各参加单位和专门委员会认真落实中央、省
委、市委重要会议精神，紧紧围绕“改革创新、转型
升级”总体战略，切实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全力
助推我市“十三五”规划的实施，积极运用提案履
行职责。

截止1月14日17时，会议共收到提案847件。其
中，经济建设方面426件，占提案总数的50.29%；政
治建设方面62件，占提案总数的7.32%；文化建设方

面49件，占提案总数的5.79%；社会建设方面234件，
占提案总数的27.63%；生态文明建设方面76件，占
提案总数的8.97%。

提案委员会依据《政协成都市委员会提案工作
条例》对提案进行了认真审查，立案775件。立案提
案中，集体提案96件，其中，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提
案86件；委员提案570件；联名提案109件。

会议闭幕后，提案委员会将按照分级负责、归
口办理的原则，将立案提案送交相关承办单位办
理。未予立案的将作为委员意见转有关部门参考。

本报讯（成都传媒集团两会特别报
道组记者 王冕 张兴钊 实习记者 钟茜
妮） 昨日上午，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
继续举行小组会议。与会政协委员围绕
政府工作报告、“十三五”规划纲要、计
划、财政报告（草案）进行了热烈讨论。

“根据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到
2020年我国科研开发投入经费将占GDP

的2.5%。而成都提出到2020年要让这个
比例达到4%，这非常了不起，也非常有担
当！”“成都提出2020年初步建成国际性
区域中心城市，这表明成都跳出西部思
维，站在了下一个制高点谋划发展。”委
员们充分肯定了成都市2015年的工作成
绩，并对政府工作报告和“十三五”规划
纲要给予了高度评价。

委员们还围绕成都如何加快建设创
新型城市、推进内贸流通体制改革、系统
治理交通拥堵、推进社会治理精细化、打
造新的城市名片等主题提出了有针对性
的意见建议。

委员们纷纷表示，在接下来的一年
里，将围绕全市中心工作，积极建言献
策，共促成都改革发展。

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继续举行小组会议

本报讯（成都传媒集团两会特别报道组记
者 华露艳） 昨日，市政协召开十四届第45次主
席会议。市政协主席唐川平主持会议。中共成都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建辉到会就有关人事事
项作说明。

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政协第十四
届成都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政
协第十四届成都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总监票员、监

票员建议名单（草案）》、《政协第十四届成都市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总计票员、计票员名单（草案）》、《政
协第十四届成都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草
案）》。上述事项提请市政协十四届第十七次常委会
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审议。

市政协常务副主席徐季桢，副主席侯一平、金
嘉祥、李铀、戴晓雁、杨小英、罗霞、杨林兴，秘书长
颜安出席会议。

本报讯（成都传媒集团两会特别报道组记者
华露艳）昨日，市政协召开十四届第46次主席会议。
市政协主席唐川平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小组讨论人事事项情况的汇报；审
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四
届成都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政
协第十四届成都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总监票员、监
票员名单（草案）》；听取了小组会议情况的汇报；审

议通过了《政协第十四届成都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决议（修正草案）》、《政协第十四届成都市委员会提
案委员会关于十四届四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
告（草案）》。上述事项提请市政协十四届第十七次
常委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

市政协常务副主席徐季桢，副主席侯一平、金
嘉祥、李铀、戴晓雁、杨小英、罗霞、杨林兴，秘书长
颜安出席会议。

本报讯（成都传媒集团两会特别报道组记者 华露
艳）昨日，市政协召开十四届第十七次常委会议第一次
全体会议。市政协主席唐川平主持会议。中共成都市委
常委、统战部部长陈建辉到会就有关人事事项作说明。

会议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政协第十四
届成都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政
协第十四届成都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总监票员、监

票员建议名单（草案）》、《政协第十四届成都市委员
会第四次会议总计票员、计票员名单》、《政协第十
四届成都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草案）》。上述
相关事项提请小组会议审议。

市政协常务副主席徐季桢，副主席侯一平、金
嘉祥、李铀、戴晓雁、杨小英、罗霞、杨林兴，秘书长
颜安出席会议。

本报讯（成都传媒集团两会特别报道组记者
华露艳）昨日，市政协召开十四届第十七次常委会
议第二次全体会议。市政协主席唐川平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小组讨论人事事项情况的汇报；审
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并提请大会选举。

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第十四届成都市委员会
第四次会议选举办法（草案）》、《政协第十四届成都
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总监票员、监票员名单（草

案）》；听取了小组会议情况的汇报；审议通过了《政
协第十四届成都市委员会第四次会议决议（修正草
案）》、《政协第十四届成都市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
十四届四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草案）》。上述
相关事项提请大会通过。

市政协常务副主席徐季桢，副主席侯一平、金嘉
祥、李铀、戴晓雁、杨小英、罗霞、杨林兴，秘书长颜安
出席会议。

市政协召开十四届第45次主席会议

市政协召开十四届第十七次常委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

市政协召开十四届第46次主席会议

市政协召开十四届第十七次常委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

市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共立案775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