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改重点项目228个 基础设施类项目43个
旧城改造类项目51个 产业升级类项目65个

今年北改投资计划超4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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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十三五”
加快建设国际化大都市

记者昨日从新都区获悉，今年
全区梳理出总投资637亿元的北改
重点项目82个，年内计划完成投资
90.2亿元。其中产业项目27个，年
内计划完成投资69.6亿元。

今年新都区将实施重大基
础设施建设项目 34 个。截至 3 月
底，北星大道（新竹大道至兴城
大道段）路面整治工程竣工；地
铁 3 号线（新都段）已完成医学院
站、石油大学站、钟楼站、锦水河
站施工打围，正在进行绿化迁
移、交通疏解、主体结构围护桩
施工工作；地铁 5 号线（新都段）
杜家碾站、大丰站、石犀公园站
已打围施工，管线迁改工作基本
完成，正在根据调整后方案进行
站厅围护桩施工。

南丰大道改造正在进行路基连
砂石回填及碾压；王贾大道北段建
设工程、金新路（成彭高架至北星
大道）2个项目开展地勘设计、方案
审批等项目前期工作。

旧城改造步伐也在加快推
进，截至 3 月底，大丰片区自改项
目文化街片区改造进行外部装饰
工程；北城首座进行内外装饰工

程；蜜立方进行内外装饰；旭尧投
资一期部分封顶，二期进行基础
施工；南丰片区城中村改造正在
加快拆迁进程。

今年还将实施公建配套（及
生态环保）项目 14 个，截至 3 月
底，北部商城片区北部商城幼儿
园室外总平施工，室内进行装修
施工；北部商城小学主体施工；北
部商城中学室外总平，室内安装
装饰工程；大丰片区南丰农贸市
场即将启动建设；新建大丰北延
新居小学工程进场施工；新都区
第三人民医院已开挖基础土方；
环城生态区片区幸福苑小区及花
园小区三期进行装修装饰工程；
三河市民文化中心进行项目可研
评审。

在产业提档升级上，今年实
施产业项目27个，截至3月底，北
部商城片区成都叠石桥家纺城主
体施工；合能珍宝锦城开工建设；
源上湾国际商业中心一期B区开
工建设；成都现代服务业产业园
（京东项目地块）土地报征工作已
完成，正在进行土地挂牌工作。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广元市昭化区纪委纪检二室主
任许大勇，去世虽已整整一年，但他
的事迹却至今感染着人们。昨日是
许大勇同志去世一周年，“全省巡回
演讲许大勇同志先进事迹第一场报
告会”在成都举行。党员干部深受感
动和震撼，并深刻缅怀这位清廉、果
敢、踏实，并在平凡岗位上默默付出
的优秀基层干部。

昨日的报告会现场，与许大勇
共事过的纪检干部，采访过许大勇
的记者，从不同侧面讲述了一个坚
守纪检岗位多年，平凡而又伟大的
许大勇。面对金钱诱惑，他坚定，“拿
群众的利益为个人谋私利，在我这
儿行不通。”面对群众疑问，他承诺，

“我们保证，问题一天没搞清楚，我
们就一天不走。”面对干部生涯，他
感慨，“咱们纪检干部对人的政治生

命感悟特别深刻，有的人风光一时，
却毁了一生，所以，宁可清贫自乐，
不可浊富多忧。”

“刚才的报告会，我发自肺腑。
许大勇这个人非常谦逊，非常低调，
对人非常真诚，对工作非常兢兢业
业。我为他感到惋惜，更为他感到自
豪。”报告团成员，广元市昭化区财
政局纪检组长冯青说。

在采写许大勇事迹的过程中，
昭化区广播电视台的记者姚策宇走
进许大勇生前工作过、生活过的地
方，采访了他的同事、查办案件的当
事人、帮助过的群众。“这些故事还
原了一位令人敬佩的基层纪检干
部。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让我的
心灵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撼。”许大
勇的身上，浓缩了千千万万基层纪
检监察干部的忠诚、干净和担当。”

今年，金牛区吹响“全域北改”
号角，切实加大对北改项目的政策
服务力度，计划全年实施北改重点
项目228个，计划完成投资超400亿
元，占全市北改总投资一半以上。

在交通建设方面，金牛区计划
实施基础设施类项目 43 个、总投
资30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18亿
元。在积极配合地铁 5 号线、7 号
线、1号线三期北段、6号线、3号线
三期等项目加快建设的同时，金牛
区同时深入开展人北、环交大核心
区等 6 个地铁站点及沿线综合开
发利用规划研究工作，提升沿线土
地价值与城市品质。加速骨干道路
建设，随着凤凰山高架、金凤凰大
道绕城段等道路建成通车，熊猫大
道西段、成彭高架入城段、商贸大
道北延线等道路加快建设，区域路
网通达能力和承载力不断提升，一
张细节精致、外延广阔的城市路网
逐步形成。

在城市建设方面，金牛区计划
实施旧改和棚改区改造类项目51

个、总投资 535 亿元、年度计划投
资 197 亿元。随着为民新居、中铁
九天大厦、花都财富大厦、天羽揽
月轩4个项目竣工投用，瑞升城北
橡树林、恒大曹家巷广场、中铁鹭
岛艺术城、中铁瑞景汇、北辰浩银
海中心、新华印刷厂南片区、北片
区等项目加快建设步伐，成都铁路
局人北片区、茶店子岛型地带、抚
琴街3号片区、席草田片区等棚户
区项目将陆续启动。

产业方面，今年，金牛区将大
力推进传统市场调迁和产业升级，
计划实施产业升级类项目 65 个、
总投资 614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
141亿元。抢抓火车北站扩能改造
机遇，金牛区全力推进以“四区”
（火车北站扩改片区、人民北路以
东片区、人民北路以西片区、五块
石片区）、“两片”（万贯机电城、城
隍庙市场）、“两点”（大西南建材
城、金府石材城）为主的16个老旧
市场关闭调迁改造，努力打好产业
升级翻身仗和城市转型攻坚战。

3月31日，克而瑞研究中心发布
了《2016年一季度中国房地产企业销
售 TOP100》。数据显示，恒大一季度
累计销售669.7亿元，直逼万科位居全
国第二；累计销售面积 755.8 万平方
米，排列全国第一。值得关注的是，两
家房企的销售额均已与其他千亿房企
拉开明显差距。分析人士表示，在楼市
传统淡季的第一季度，房企比拼的是
真正的实力，随着市场分化的加剧，

“万恒争霸”的格局逐渐清晰。

与万科差距缩小至55亿元

记者在克而瑞研究中心发布的
《2016年一季度中国房地产企业销售
TOP100》榜单中看到，万科以725亿元
的销售总额排在首位，恒大以670亿元
紧随而至。排在三至六名的房企分别
是绿地、碧桂园、保利和中海——四家
房企销售额均在400亿元左右，这意味
着其已被万科和恒大拉开了200亿级
的差距，且仅仅是今年一季度。

数据显示，恒大一季度销售额同
比大增119%，高于万科同期57%的销
售增幅，成为开年以来销售增速最高
的房企之一。以销售额计算，恒大与万
科的差距从去年一季度的156亿元大

幅减少至55亿元，两家房企之间的差
距正在缩小。

事实上，自 2009 年上市以来，恒
大在多项核心指标上始终保持快速增
长 ：年 度 销 售 额 从 303 亿 元 增 至
2013.4 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 37.1%；
核心业务利润从 2.9 亿元增至 110 亿
元，年均复合增长率83.3%；净利润从
11.2亿元增至173.4亿元；现金余额从
143.8亿元增至1640.2亿元，年均复合

增长率50%。

一二线城市的战略布局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恒大不断升
级与优化的项目布局及产品线，为其
业绩持续增长提供了重要动力。

据了解，恒大在2014年已完成“三
线包围一二线”的战略，并在2015年实
现了一二线战略布局。根据恒大日前

发布的2015年报，恒大去年项目总数
达375个，一二线城市项目205个，占
比 55%,一二线城市土地投资额占比
72%；去年82个新增项目中,一二线城
市新增项目51个,占比62%，一二线城
市新增项目土地投资额占比75%。

以成都市场而言，2014年拿下万
家湾地块（即翡翠华庭项目）宣告回
归主城区，以及在去年收购华置、新
世界旗下部分项目后，恒大年度销售

额持续攀高。成都市房联统计数据显
示，2015年恒大销售额为46.66亿元，
第一次进入房企销售排行前三甲。最
新项目恒大·天府半岛于上周末首次
开盘，当天便取得了7.98亿元的认购
成绩。

“房地产刺激政策频繁出台,整体
房地产市场升温。从全国楼市看,三四
线城市库存积压严重,一二线城市虽
然处于调整中,但需求基础庞大。”中

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公开表示，
这也让开发商的发展战略向一二线城
市转移，并取得了良好的发展态势。

马太效应或更突出

此外，克而瑞分析人士表示，恒大
集团去年推出的“无理由退房”在一年
内取得了优异成果。“今年一季度，在

‘无理由退房’一周年之际，恒大除了
成果发布会，还顺势在全国 172 个城
市、349个项目推出全面8.7折优惠活
动，使恒大的项目再一次成为市场关
注焦点。”该人士称，“无理由退房”无
疑加深了客户黏性，不仅老客户增加
了对恒大的信任度，同时也让老带新
的积极性进一步提高。

据悉，海通证券、国信证券、国泰
君安、中银国际、法国巴黎银行、花旗
银行等国内外研究机构近日纷纷发布
恒大研报，认为恒大业绩增长的强劲
势头远超同行，预计其今年销售额将
大大超过年初制定的2000亿元目标。
同时，凭借规模与品牌优势，以恒大、
万科为代表的龙头房企将在 2016 年
继续发挥“强者恒强”定律，行业马太
效应预计更加突出。

成都商报记者 谢雯

“万恒”争雄：
一季度销售额抛离其他千亿房企200亿

他身上，浓缩千万基层纪检干部的忠诚、干净和担当
百姓投诉，他雪地徒步2小时去了解情况
查处案件，他扛住涉案人员威逼利诱
工作16年，他存款仅1500多元，背着30多万的房

贷，开着一辆价值几千元的二手面包车

为他惋惜 更为他自豪
全省巡回演讲许大勇同志先进事迹,昨日在蓉举行第一场报告会

昨日参加报告会的，有来自成
都各条战线的党员干部。说起许大
勇的故事，他们纷纷表示深受感动，
并表示要学习他甘于清贫、干净做
人的高尚品格，时刻保持自律和清
醒，正确对待工作中的荣辱得失，敢
于监督、勇于担当。

“最让人感动的是他的清廉。纪
检监察干部平时给人的一种感觉，不
太招人喜欢，但其实许多基层纪检干
部和许大勇一样，都坚守在平凡的岗
位上，对身边的同事朋友也充满了关
爱。”成都市地税局监察室主任裴小
红表示，许大勇对工作的廉洁、对工
作的热爱、对人民群众的关爱、对腐
败的惩处力度，虽然平凡，但是听了

以后让人有很多思考。同样作为纪检
干部，裴小红表示，许大勇的故事给
她的感悟，就是要更好地履行好忠诚
干净担当的行为准则。

“听了许大勇这个报告我有两
点感受，一个是非常悲痛，二个是非
常感动。”成都市委宣传部新闻发布
处处长杨小明表示，许大勇这种为
党为民的情怀，特别是舍小家顾大
家的精神，体现了一个平凡党员的
优秀品质。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非常值得大家学习。“作为宣传
系统的普通党员干部，我也要以他
为榜样，把本职工作做好，并把他的
这种精神宣传好。”

成都商报记者 谢佳君

他激励我们：忠诚、干净、担当侧记

新都 北改重点项目82个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34个
公建配套（及生态环保）项目14个 产业项目27个

加快推进27个产业项目

金牛
旧城改造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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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有网友在微博上曝
出，国航一名男飞行员在直播平台
上放出其起飞前在驾驶舱的直播
视频。从视频截图中可以看到，该
男子身后的背景为国航飞机驾驶
舱，肩章显示其本人为副驾驶。多
名网友赞叹其长得帅，还赠送给他
虚拟礼物。

这条微博出来后立即引发了众
多网友的质疑。在发现此事当天，国
航立即进行了核实，确认网曝当事
人为入职不久的国航副驾驶。国航
回应表示，考虑到大量网友关注会
引起飞行员的情绪波动，不利于飞
行安全，目前国航已暂停其后续段
航程任务，责令其做出深刻反省，并

已在飞行队伍中展开整改教育。国
航表示，由于当事人没有集中精力
进行航前准备，违反了公司规定，必
须严肃处理，对任何放松安全的行
为绝不姑息迁就。

对于国航的处罚，可能也有不
少网友不理解，认为不过是年轻人
玩玩自拍，但是，考虑到航空安全，
航前准备并非儿戏，各项设备都要
仔细检查是否工作正常，如果飞行
员在这个时候分心玩直播，可能就
会造成航空安全隐患。毕竟，在广大
乘客的生命安全面前，作为一名飞
行员，职业素养和对飞行岗位的敬
畏之心，都是不可或缺的。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起飞前玩网络直播
国航飞行员遭停飞处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