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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就下
发了《关于推进城市地下综合管廊
建设的指导意见》。对于成都而言，
综合管廊的实施，有利于地下空间
的综合利用，同时可以有效减少道
路开‘拉链’。”市管廊办相关负责
人表示，随着城市的发展，地下空
间的开发利用将越来越受到重视。

今年2月，《成都市地下综合管
廊专项规划》完成，按照规划，成都
综合管廊将分为干线和支线两种。
中心城区将有望形成“一环、十射、
多片”的综合管廊系统布局。“一
环”指三环路干线综合管廊；“十
射”指结合主干道、快速路等道路
改扩建项目同步规划十条干线综
合管廊；“多片”指在火车北站、东
村片区、中和新川片区等11片城市
重要功能区布置支线综合管廊。天
府新区则规划形成“四横三纵九
片”的综合管廊系统布局。

近日，公安部等7部门联合制定了
《关于规范居民身份证使用管理的公
告》。公告明确，公民不得出租、出借、
转让居民身份证。国家机关或有关单
位工作人员，不得擅自记录公民身份
证上记载的个人信息；不得擅自复印、
扫描居民身份证，不得扣留或者抵押
公民的居民身份证。

公告指出，登记指纹信息的居
民身份证可以有效防止被他人冒
用，有利于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

有利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目前，四
川已启动居民二代身份证10年期换
证工作，新一批身份证将全面推行
指纹身份证。

公告明确，国家机关或有关单位，
对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
得的居民身份证记载的公民个人信息
要严格保密。对单位内部建立的公民个
人信息存储系统，要严格设定查询权
限，严格控制知悉范围，严防信息泄露
或者被窃取。国家机关或有关单位要建

立不良信用记录人员“黑名单”制度，对
冒用他人居民身份证的个人，要列入不
良信用记录“黑名单”库，并建立信息共
享机制，推动落实联合惩戒机制。

哪些属于
擅自复印扫描身份证

“居民身份证在社会事务中处处
都可能会用到。目前出现问题最多
的，是身份证在当事人不知情的情况

下被利用，从事一些非法活动。”省公
安厅治安管理总队相关负责人称，

“擅自”行为也主要指当事人不知情
的复印扫描。身份证的复印扫描，目
前主要存在于社会事务的业务办理
中，“比如就业入职、银行业务、买车
买房以及相关政府业务等，这些都是
作为实名登记的必要程序。”除了作
为实名登记的必要程序，其他情形都
应属于禁止的行为。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实习生 袁世峰

昨晚，成都电闪雷鸣，成都商
报记者在红星路二段捕捉到了闪
电画面。市气象台昨日18时50分
发布第51号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目前金堂、龙泉驿和简阳的部分
地方有雷电活动，预计未来6小时

内，上述地方及新都、青白江、双
流、彭州和市区的部分地方有雷
电活动，雷电时伴有短时强降水
和六级以上阵性大风，个别地方
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成都商报摄影记者 刘海韵

8月12日~12月31日，受地铁5
号线抚琴站围护桩、管线迁改工程
影响，一环路西三段跨抚琴西路跨
线桥（抚琴西路-抚琴街）两侧辅道
将封闭施工，禁止机动车通行，抚琴
跨线桥可正常通行。昨日，市交管局
科规处民警杨艇提示绕行线路。

“一环路西三段内外侧辅道
封闭后，沿抚琴西路进城的车辆
只能在一环路西三段路口直行或
右转，不能左转，沿永陵路出城的
车辆只能直行或左转。”杨艇解
释，施工期间，一环路西三段跨抚
琴西路跨线桥可正常通行，沿一
环路西三段通行的车辆可经跨线
桥转换，基本不受影响。

杨艇说，由于施工区域周边
的中小街道路网较为发达，抚琴
跨线桥内外侧辅道封闭后，辅道
两侧单位、小区的区间车可通过
周边的支路绕行进出。例如：抚琴

街南一巷、抚琴街南二巷、抚琴
路、林巷子。

通过型车辆则需要远端绕
行。抚琴跨线桥下辅道封闭后，进
城方向的车行至该路口时不能左
转，因此想通往营门口立交方向
的车辆，可经一环路至中医学院
路口掉头，经抚琴跨线桥上通行
完成转换，或提前在其他路口完
成左转。

由于出城方向不能右转，因此
原本需要右转的车辆需提前在内
环路左转，经西安南路、枣子巷、青
羊东一路绕行至一环路右转，经抚
琴跨线桥上通行完成转换。

原在跨线桥下路口由北向东
左转车辆可提前经花牌坊街右转
经永陵路后左转避开施工路口；
由北向西右转车辆，可经营门口
路左转至一环路西三段。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市教育局近日发布《成都市中
小学幼儿园安全防范工作规范（征
求意见稿）》。规范要求，专职保安
员应聘用青壮年，一般不超过50周
岁，并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

学校大门有效宽度不得少于

3.5米，电动伸缩门不低于1.8米，
并有报警装置。学校大门应配置
防冲撞隔离装置，设置隔离栏、隔
离墩、减速带或升降柱等。大门内
外一定区域内设置临时隔离区，
作为学生接送区。学校周界应设

置实体屏障。围墙、围栏不低于2
米，不得依傍围墙、围栏搭建额外
建筑物。还要在校门设置门卫室，
每天24小时有人值守。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实习生

李家庆

中小学幼儿园大门至少3.5米宽

当事人不知情 不得复印身份证

闪电留影
市气象台昨发雷电黄色预警

抚琴西路跨线桥辅道12日起封闭
区间车走中小街道
通过型车远端绕行

成都城投集团昨日宣
布，中心城区首条真正意义
上的地下综合管廊——成
洛大道（三环路至绕城路）
快速路改造工程综合管廊
初步设计审查已经完成，将
于年内开工，明年底前完工
并具备使用条件。其巨大的
圆形断面（内径8.1米、外径
9米）使之成为目前国内盾
构截面最大、体系较完整的
地下市政综合设施空间体
系。全长4437米，预计造价
11亿元。管廊中预留了一条
两米宽的通道，完全可以在
里面跑车。

这条综合管廊起于三环路十陵立
交外侧，终于绕城路成安渝立交内侧，
将采用盾构施工。市管廊办相关负责人
介绍，这是成都所有在建工程中直径最
大的盾构，地铁盾构的直径才6米多。掘
进的同时，进行预制管片拼装形成管
壁；形成圆形通道后，再把各种管线各
安其室。这也是成都首次采用盾构机开
挖的地下综合管廊。

工程将下穿多个地铁站点、东风渠
和新建高架桥等。比如东洪路的地铁4号
线和9号线换乘站，为了保护好这些既有
构筑物，防止沉降，综合管廊被挖到最深
的36.2米。管廊内径8.1米，差不多3层楼
高。除雨污水和有安全隐患的高压燃气
没进管廊，差不多所有管线都已经进入。

城投集团介绍，管廊被一分为四：左
上为“水电信舱”，也就是给水、4000伏的
电力、通信；右上为220千伏“高压电力
舱”；左下为“燃气舱”，为输气和配气；右
下为“输水舱”，主要是自来水输水管道。

输水舱还预留了一条两米
宽的车道，可供检修单位的小
型设备车辆通行。目前普通小
车的宽度都在2米内，在管廊内
跑车完全没问题。由于没有匝
道连接管廊到路面，车辆得通
过竖井吊入。

为实现出线、投料、通风、逃
生等功能，成洛大道管廊全线设
计了24处综合井，最大深度36.2
米，最小深度18米，同时对排水、
通风等进行了综合设计，一旦发
生危险可由深井逃生。

“以后要进行管线维修，可
以直接通过预留的检修口进到
管廊作业，不必把地面挖开，影
响交通和出行。”管廊中将设置
环境与设备监控系统、视频安
防监控系统、通信系统、火灾自
动报警系统，这些系统将连接
到监控中心。

地下综合管廊

地下综合管廊就是在城市
地下建造一个隧道空间，将涉及
千家万户的电力、通信、燃气、供
热、给排水等各种工程管线集于
一体，设有专门的检修口、吊装
口和监测系统，实施统一规划、
统一设计、统一建设和管理。在
发达国家，综合管廊已经存在了
一个多世纪，在系统日趋完善的
同时其规模也越来越大。

在国内，已有北京、上海、
深圳、苏州、沈阳等城市建有综
合管廊。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建
设里程约800公里。

首用盾构机挖管廊
超过地铁盾构直径

全线设24处综合井
遇危险可由此逃生

中心城区管廊布局
一环、十射、多片

输水舱预留了一
条两米宽的车道，可
供检修单位的小型设
备车辆通行。目前普
通小车宽都在2米
内，在管廊内跑完全
没问题

管廊内径 8.1
米，差不多3层楼高。
除雨污水和有安全隐
患的高压燃气没进管
廊，差不多所有管线
都已经进入

管廊被一分为
四：左上为“水电信
舱”，右上为220千
伏“高压电力舱”，左
下为“燃气舱”，右下
为“输水舱”

水电信舱
给水、4000伏的电力、通信

高压电力舱
220千伏

燃气舱
输气和配气

输水舱
自来水输水管道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城投集团供图

成洛大道（三环路至绕城路）快速路改造工程综合管廊线路示意图

地
下
综
合
管
廊
结
构
示
意
图

中心城区首条地下综合管廊年内开工

管廊内高
8.1米

可容小车通行

综合管廊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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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昨日，市委书记、市长唐良智主持
召开市政府第122次常务会议。会
议专题学习了《关于完善审计制度
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研究
审议了中心城区宜居水岸工程、

“成都中心”建设工作、中心城区小
街区街巷加密成网等议题。

会议指出，全市上半年经济
形势分析会后，各级各部门立说
力行，传达及时、学习认真、部署
有力，确保党中央国务院、省委
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重大部署
迅速贯彻落实，有力地推动了当
前经济社会各项工作。要坚持以
时不我待的精神抓好经济发展，
以项目为中心组织经济工作，以
落实稳增长政策为重点强化企
业服务，以督导检查为抓手推动
各项工作落实。要进一步增强责
任感和紧迫感，抢抓机遇、加力
加劲，确保全面完成、力争超额
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同时，要进
一步深入推进法治成都建设，不
断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现代化水平。

会议指出，实施宜居水岸工
程是我市顺应城市发展规律、回
应市民热切期盼的重大民生工
程，对进一步提升成都宜业宜居
环境、加快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和
国际化大都市具有重大意义。要
全面落实中央“创新、协调、绿色、
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建设

“宜居水岸，活水成都”为目标，加
快建构百水润城、水清岸绿的城

市水环境。要进一步在水环境治
理上下功夫，按照生产、生活、生
态用水“三水共治”思路，加快河
流截污和污水处理厂建设，做好
污水回用和中水利用，使河道两
岸鸟语花香，河流湖泊清水长流；
要进一步在水生态格局上下功
夫，重点要逐步恢复重要河流故
道，打通断头河道，加快水系连
通、推动加密成网，让水流起来、
河活起来；要进一步在水文化彰
显上下功夫，加快打造开敞宜人
的城市水景观，提升城市环境品
质，彰显城市历史文化，使之成为
承载成都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

会议指出，规划打造“成都中
心”是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国
际化大都市和世界文化名城的现
实需要，是完善城市结构、优化城
市形态、提升城市品质的重大工
程。要着力打造城市文化地标，充
分挖掘和展现成都深厚的历史文
化底蕴和独特的文化基因 ，系统
展示城市的深厚历史，再现城市的
文化盛景，努力成为“一站式”认识
成都的“文化门户”。要统筹集成多
种功能，围绕建设成都历史文化中
心和城市第一会客厅等目标定位，
统筹规划建设公共服务、展览展
厅、旅游文化、市民休闲等设施。
要坚持国际视野国际水准，充分学
习借鉴国内外先进城市做法，努力
以一流标准打造精品工程，体现成
都能力水平、展现成都综合文化实
力，真正成为世界级的“城市文化
综合体”。 紧转02版

唐良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22次常务会议

规划打造“成都中心”
建设“宜居水岸活水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