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核心提要

北改加速
北城蝶变

中铁轨道交通产业园

三河锦门交大立交

漫花境地

“北改”工程自启动以来，目前累
计已实施项目960余个，完成投资
2702亿元，占3300亿元计划总投资
的82%，城北城市功能和结构得到
完善和优化。

曹家巷

旧城改造
已完成棚户区
改造项目3项

九里堤遗址文化
至今完成5处
文化资源点位
环境整治

产业
北改片区主城
区范围内拟调
迁市场118个

道路交通
至今新建3条骨
干道路，改扩建
骨干道路5条

生态
北改共实施各
类小游园、小型
公共绿地12处

配套设施
规划的中小学，
已实施中学29
处、小学94处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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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记者 辜波)昨
日，市建委做客“成都面对面·行
风政风热线”时透露，今年成都将
开工建设多个重大公共设施项
目，包括中国摄影博物馆、成都大
学金牛校区，还将启动成都奥林
匹克体育中心的前期准备工作。
成都理工大学下穿隧道计划6月
份建成通车。

茶店子下穿隧道
计划明年春节前通车

为了配合地铁7号线的施工，
中环路上多个路口从去年开始升
级改造，新修9座跨线桥和3座下
穿隧道。市建委介绍，一品天下大
街、龙腾西路跨线桥已经开通运
行，预计二仙桥、武阳大道跨线桥
分别在5月份、7月份建成通车，青
羊大道、武侯大道跨线桥8月份建
成通车，成都理工大学、成洛路、
建材路跨线桥10月份建成通车。
青羊大道下穿隧道已建成通车。
成都理工大学、茶店子下穿隧道
计划分别在今年6月份、2017年春
节之前建成通车。

成都大学金牛校区将开工
预计2019年完成

市建委透露，今年成都重大
公共设施项目大概是14个。医疗
项目7个。体育项目两个，一是开
建猛追湾游泳池青少年跳水馆，
二是启动成都奥林匹克体育中心
的前期准备工作。文化项目4个，
包括开工建设中国摄影博物馆、
杜甫草堂项目建设等。教育项目

上，将开工建设成都大学金牛校
区项目，预计2019年完成。今年中
心城区还准备建数十所幼儿园，
包括锦江区9所、青羊区6所、金牛
区13所、武侯区12所、成华区6所、
高新区9所、天府新区9所。

今年将建六大公园
总体目标500米见绿

市建委介绍，今年成都除了
IT大道新的有轨电车项目外，还
计划新开工建设都江堰有轨电车
项目，该项目起于成广高铁离堆
公园站，止于成广高铁都江堰站，
全线约15公里，计划今年7月开工
建设，2018年开通运营。

今年还要建设六大公园，包
括成华区的圣灯公园、二仙桥公
园，还有高新区的金融城中央公
园，以及中和片区的新川之心
等。还准备建一些小游园、小广
场、小绿地。“我们有一个总体的
目标，就是500米见绿，从时间进
度上看，小游园小广场都在年底
前完工，公园也是年内要启动，
基 本 上 都 在 明 年 年 终 全 部 建
成。”市建委还透露，今后所有新
建的城市道路，都要按海绵城市
的要求建设。

又讯（记者 张舒）市发改委
日前批复了成都地铁5号线市政
配套工程一环路青羊宫节点立交
工程项目建议书。按照批复，在实
施成都地铁5号线的同时，新建一
个节点立交。一环路青羊宫立交
工程双向四车道，全长约1225米，
其中包括与地铁5号线青羊宫车
站共建段283米。

去年底，成都地铁18号线博
览城综合交通枢纽工程正式开
工，目前已进入主体结构施工。作
为成都目前规划的最大轨道交通
换乘枢纽，将有地铁1号线三期、6
号线、18号线和规划远景线在此
换乘。其土方总量约为194万立方
米，相当于20个标准车站的土方
量。建成后，有望实现有轨电车、
多条地铁线等无缝衔接。

据了解，博览城综合交通枢
纽工程总规模约17万平方米，总
建筑面积约22.67万平方米，其中
地铁工程建筑面积约10.735万平
方米，福州路桥分为主线桥、北
附桥、南附桥，主线桥全长376.5
米，桥宽77.4米，南北附桥总长
86.4米。

成都地铁建设分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该工程比较突出的难
点是地铁与桥梁工序转换复杂，
施工组织难度大。为了接驳博览
城，为西博会举办创造条件，施工

区域中的蜀州路预计9月中旬之
前完成。

博览城综合交通枢纽是一座
融于花园的创新型综合交通枢
纽，项目位于西部国际博览城西
北角，是集地铁、福州路桥、有轨
电车、道路交通、P+R停车场、商
业、园林景观为一体的地下四层
城市交通综合体。地面层为城市
交通干道，地下二层为下沉式开
放广场，地下三、四层为地铁轨道
交通换乘空间。

地面层今后有望布局有轨电
车等交通方式，并可供社会车辆、
公交等通行。下沉式开放广场类
似于天府广场，虽然该广场在桥
下，但是通过雨棚等设置，透光性
较好。再向下类似于天府广场站。

该工程计划2019年12月竣
工，将成为地铁1号线三期、6号
线、18号线和规划远景线4条线路
的换乘站。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博览城综合交通枢纽
将可换乘4条地铁和有轨电车

这是成都目前规划的最大轨道交通换乘枢纽

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特别报道贯彻落实全国两会精神特别报道

奋进“十三五”
加快建设国际化大都市

理工大
下穿计划6月通车
跨线桥10月通车

市民将在94.6万平方米的南门“绿肺”大草
坪、林荫道上享受阳光、微风

成都中央公园
“高新绿舟”有望10月开放

规划面积相当于9个人民公园。公园内有一块5万
平方米的可进入式草坪与林荫绿道慢跑体系，这意味
着市民可进入草坪休闲野餐撒欢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强调强化成都、重
庆辐射带动作用，专家分析——

发展工业强基
做强国家中心城市硬支撑

昨日，成都开展今年全市工业重点项目和工业园
区建设第二次竞进拉练。“工业强基”行动是全年乃至
更长时间的工作，竞进拉练每两个月要搞一次

据新华社电 3月30日，国家
主席习近平抵达美国首都华盛
顿，应美国总统奥巴马邀请，出席
第四届核安全峰会。

当地时间晚上7时许，习近平乘
坐的专机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舷梯前迎接。
本届核安全峰会的主题是

“加强国际核安全体系”。习近平
将出席峰会所有正式活动并发表
重要讲话，宣示中国在核安全问
题上的立场和主张。出席峰会期

间，习近平还将应邀出席伊朗核
问题六国机制领导人会议。

习近平是在结束对捷克国事
访问后抵达华盛顿的。当地时间
30日下午，习近平离开捷克首都
布拉格。

习近平抵达华盛顿出席核安全峰会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张魁勇）
昨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新初前往
成华区，调研“北改”工程进展情况。他
强调，“北改”既是优化提升中心城区
的龙头项目，也是我市最大规模的民
生工程，还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抓
手。金牛、成华、新都三个“北改”片区
和市级相关部门要继续深入实施好

“立城优城”战略，坚持今年努力攻坚，
确保明年基本收官，加快建设一个畅
通城北、安居城北、宜人城北。

“北改”工程自启动以来，目前累
计已实施项目960余个，完成投资
2702亿元，占3300亿元计划总投资的
82%，城北城市功能和结构得到完善
和优化。

“北改”八里庄片区内，涉及成都
铁路局编组站、走行线及专用线铁路
约3.9万米，且呈网状分布，极大影响
了城市功能。目前已拆除铁路2.5万
米，今年6月底将全面完成铁路拆除
工作。紧转02版

黄新初在调研“北改”工程时强调

今年努力攻坚 明年基本收官
■“北改”既是优化提升中

心城区的龙头项目，也是我市
最大规模的民生工程，还是产
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抓手。

■深入实施好“立城优城”
战略，坚持今年努力攻坚，确保
明年基本收官，加快建设一个畅
通城北、安居城北、宜人城北。

■“北改”根本目的是让城
市得科学发展、群众得真切实
惠，各项政策措施、工作任务都
要按照这个目的来谋划和推进。

■今年是“北改”攻坚关键
年，要重点从提升城市建设品
质上下功夫，从优化城市结构
上下功夫，从增强城市承载能
力上下功夫，加快建成一批重

点项目，形成一批产业集群，培
育一批精品商圈，为2017年基
本收官奠定坚实基础，切实办
好这件市民广泛受益、长期受
益的惠民实事。

■坚持“多规合一”，将“北
改”与城市总体规划紧密衔接，
深入研究城北区域的升级发
展，深度挖掘北城的核心功能，
优化细化原有规划，注重城市
功能结构的整体提升，全面补
足补齐功能短板。

■坚持“四态合一”，突出
“业态”在城市转型发展中的
关键作用，依法、依规、科学推
动工程实施，实现改旧和建新
同步推进，以空间存量换取产

业增量，以发展资源换取社会
资本。

■“北改”涉及面广，工作
量大，每一项任务都是“硬骨
头”，每一个项目都是“攻坚
战”。推进过程中，要继续严格
坚持“政府主导、群众主体”的
运作模式，充分激发社会各界
参与热情，真正实现共建共享。

■市级相关部门和“北改”
所在区域要满怀攻坚克难的勇
气和智慧，既各司其职，又合力
推进，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适
当加快进度，严格明确每个目
标、每个项目的任务时限、工作
措施，力争干一件成一件、实施
一项影响一片。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
文 杨彩华 实习记者 李云良）看
园区、看项目、听举措、比成效
……全市工业重点项目和工业园
区建设第二次“竞进拉练”活动昨
日举行。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
率队开展“竞进拉练”活动，并对
此次活动进行了总结。

在昨日的“竞进拉练”活动
中，市级有关部门及各区（市）县
相关负责人，分两个组现场参观
了成都科学城、通威太阳能光伏
项目、京东方第6代LTPS/AMO-
LED生产线等在建工业项目和相
关工业园区，深入了解了项目具
体推进情况、园区规划和重大项
目清单，听取了项目所在区（市）
县抓工业项目的经验和做法，并

现场研究解决了一些项目推进中
存在的问题。

在总结会上，唐良智指出，工
业是实体经济的核心，是现代经济
的脊梁，是城市强盛的根基。做大
做强工业是现代城市崛起的必由
之路，也是成都现阶段发展的必然
选择。我们开展“竞进拉练”，目的
就是要进一步牢固树立“创新、协
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
推动各区（市）县互相学习借鉴发
展工业的好思路、好办法，在全市
形成你追我赶的工业发展氛围。要
继续主动作为、奋发有为，尽更大
的心、用更大的力，实施好工业强
基行动，努力开创我市工业发展新
局面，为加快建设国际化大都市奠
定坚实基础。 紧转02版

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基行动
努力开创我市工业发展新局面

唐良智率队开展“竞进拉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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