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年前：
好心民警帮八旬大爷解决难题

6年前，在成都居住的付金栋在孙
女的陪伴下，前往武侯区办证中心“碰
碰运气”。因为身份证等信息缺失，付
金栋生活多有不便，希望通过办证中
心开具老年人户口迁徙证明，得以在
户籍所在地新疆伊犁补办身份信息。

“当时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我
父亲工作单位和户籍都在伊犁，此前
包括身份证在内的很多信息被盗，只
有一些老照片和基本信息。”小儿子
付卫华回忆，当时就想去办证中心试
试，“不行就由我大姐把老爷子送回
伊犁补办。”

出生于山东的付金栋是抗战老
兵，15岁就加入八路军老九团，去年
也拿到了一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
利 70 周年”纪念章。“老爷子一身伤
病，尤其是心窝下的一处枪伤，每到
季节变换就难受。没有身份证不能坐

飞机，回新疆补办证件需要长途奔
波，难度很大。”

“当时办证中心经办人说材料缺
失，需要回新疆补办才行，本身也没
难为我们。”付卫华透露，当时正好有
一位民警看到他父亲带来的《革命军
人残疾证》，就说，“我也是部队转业
的，看能不能帮忙协调一下。”后来过
了1个多小时，在这位民警的努力下
证明顺利开具，“通过把证明寄回新
疆，身份证也顺利补办，对我爸来说
避免了长途奔波之苦。”

6年间：
老人多次询问是否感谢好心人

“感谢”一词，成了付金栋6年来
的口头禅。“我父亲6年来一直惦记着
要去感谢人家。”付卫华至今已记不
清，6年时间父亲问过多少次了，“一
见面就要提，生怕你忘记了。每次都问
我‘你有没有去感谢人家’。”事实上，当

时在办证中心，只有老人家的孙女留下
了警号，并不清楚好心民警姓甚名谁。

“老爷子每次都问，后来问烦了
我就撒谎，跟他说已经找到民警感谢
了，也写了感谢信。但老爷子觉得还
是不够，应该当面感谢。后来，老爷子
觉得口头感谢形式不行，必须送锦
旗。”付卫华说。

实在拗不过父亲，上周四，付卫
华专程请了假，和大姐一起陪着 88
岁的父亲去了一趟成都市公安局送
锦旗，老人说，“我都88岁了，如果还
不做这件事，我这辈子都会觉得愧
疚。”付卫华说，在送锦旗回去的车
上，老爷子跟他说，“心里舒服多了。”

当事民警：
虽然没印象了也要表示感谢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根据家属
提供的警号，找到了这位好心民警，
他就是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分局办证
中心主任张俊。张俊目前正在休假，
听说这事后很惊讶，“我还以为是同
事开玩笑，咋会 6 年前的事，现在来
送锦旗。”

说起当年帮忙的事，他说自己完
全没印象了，“办证中心每天要接待
很多市民，这位老人家长什么样我已
经没印象了。部分市民资料缺失，有
时候掌握情况后可灵活处理，这样的
情况很多。”

目前，锦旗还没到送张俊手中。
不过他说，接下来会联系老人亲属，
表达自己的谢意，“对于老人家的行
为，我还是应该表示感谢。”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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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汽笛长鸣，一辆长长
的列车徐徐驶出纽伦堡Tri-
Con集装箱码头——这是中欧
班列蓉欧快铁（以下简称“蓉
欧快铁”）的返程列车，15天
后，满载汽车零配件、电子元
件等产品的41个整柜货物将
抵达成都。这样的场景每周六
都会上演一次。3年前，蓉欧快
铁开通，从成都直达波兰罗
兹，成都开启向西开放战略之
路。去年12月，蓉欧快铁欧洲
站点从罗兹延伸到纽伦堡，让
欧洲腹地——德国和周边区
域拥有“搭车”机会。

当地时间9月8日，由成都
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牵头
组织、境内外主流媒体组成的
“蓉欧快铁行”媒体采访团走
进本次活动的最后一站——
德国，在纽伦堡、法兰克福，采
访团不仅见证了满载货品的
班列从延伸线返程，还探访了
被成都企业收购的德国最大
水处理公司。深度融入“一带
一路”战略，成都正在大力发
展开放型经济。“蓉欧+”带来
的不仅是成都在国内国际物
流网络的延伸，还有资本对
接、产能输出，带动贸易发展、
服务业提升、产业聚集和国际
产能合作。

蓉企西进 欧货东来
“蓉欧+”融入一带一路国际产能合作和贸易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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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欧快铁延伸至纽伦堡
连通中国西部与欧洲腹地

从波兰向西，就是德国纽伦堡。
这座二战后复建的城市还保留着老
城风貌。这里是西门子和宝马的故
乡，也是欧洲工业重镇。纽伦堡中心
火车站可通往欧洲各地。蓉欧快铁的
开通，又让这里的物流网络延伸至中
国西部。

据介绍，纽伦堡的物流业历史悠
久，1835 年，全德第一条铁路连接起
纽伦堡和菲尔特；同时，由于地处美
因-多瑙运河之畔，纽伦堡也发展成
为北海至黑海间重要的水上货运港
口。TriCon 集装箱码头始建于 1972
年，是目前德国南部最大的多式联运
货物运输和物流中心，集公路、水运
和铁路三种物流模式于一体，陆路和
水路运输能力分别达到48万、53万标
柜。

纽伦堡至成都的班列于去年 12
月首次开行，并很快成为固定班列，
每周往返各一班。在码头运营方拜仁
哈芬集团代表人亚历山大·奥克斯看
来，这是为从事双边贸易的中德企业
提供了一种新的物流选择，“过去，中
德之间的主要运输方式是海运，单程

需要 40~45 天。如果企业对时效要求
高，就只能选择昂贵的空运。”奥克斯
说，中欧班列开通后，对货物时效有
要求的客户以更低廉的成本，选择横
跨亚欧的铁路线路来发货。

记者了解到，目前发往成都的班
列上，主要装载汽车整车及零部件、
电子产品和食品饮料等。汉宏国际物
流法人代表克劳斯·赫尔曼介绍，纽
伦堡和中国之间新的综合运输服务
将会优化公司的供应链，“新的联运
火车线路速度比海运更快，成本比空
运便宜，还有可持续发展性。使用轨
道运输的用户具有较高的运输安全
性，高的交货时间保障，同时也保护
节省了自然资源”。

资本出海
成都企业布局国际环保产业

融入“一带一路”，欧洲连通的不
仅仅是物流通道，更有产业、资本对
接。在“蓉欧+”战略下，不少成都企业
的视野也从全国移至全球，成都天翔
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翔
环境”）就是其中之一。

“我们刚刚完成公司名字更改。”
在法兰克福北部有一家知名的环保

企 业 —— 贝 尔
芬 格 水 处 理 技
术公司，这是一
家有着500多年
历 史 的 老 牌 企
业，进入环保领
域 也 超 过 130
年。今年3月，成
都 的 天 翔 环 境
成 功 收 购 其
100%股权，开启
了 两 家 公 司 更
多的跨国合作。
在采访现场，公司总经理巴尔达萨
雷·拉·加埃塔纳向记者展示了新的
名字——欧盛腾集团。据介绍，欧盛
腾是全球领先的环保设备与服务供
应商，拥有多个世界知名环保设备、
技术品牌和大量环保专利技术。公司
在烃加工、真空技术和水井设备领域
业务为全球市场占有率第一。“未来
三到五年，我们将打造一个全球领先
的环保品牌，接下来的西博会我们也
将到成都参展，把环保的高新技术带
到成都。”巴尔达萨雷·拉·加埃塔纳
表示。

“2014 年底，我们的年销售收入
不到5个亿，预计今年年底，年销售额

会超过30亿。”天翔环境董事长邓亲
华介绍，此次合作，欧盛腾将把全球
领先的水处理、综合环保服务及先进
制造体系引进中国；天翔环境将吸收
欧盛腾水处理领域的先进技术和国
际先进的管理经验，实现公司在水处
理领域的全面技术升级和跨越，实现
双方在产品技术、客户资源、财务等
多领域互补；此外，欧盛腾在全球 10
余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制造基地和
办事处，拥有数百家代理商和销售中
介网络，将助力天翔建立全球化的采
购销售体系。

“沿着‘一带一路’国家产业政
策，我们将把环保产业推起来，把产

品通过市场网络推出去，对双方起到
一个相互促进的作用。”事实上，这只
是天翔环境国际棋盘的冰山一角，在
2015年，公司已经完成了对全球著名
环保分离设备制造及工程服务提供
商美国圣骑士公司的收购。“此外，公
司还将借本次交易对接国际市场，积
累海外并购和跨国企业管理经验，深
入拓展外延式发展增长道路，在未来
环保行业全球化竞争中占到先机。”
邓亲华表示。

完善梯度定价机制
2017年开行数量将达千列以上

“‘一带一路’的国家战略背景
下，成都具备由内陆城市转型为国际
化口岸城市、由地理盆地突破为经济
高地的潜力，实现重大转型。”市物流
办主任陈仲维表示。

2013 年，成都正式开通蓉欧快
铁。截至今年6月底，蓉欧快铁已实现

“天天有班列”目标，累计发送集装箱
12300 标箱，货值 2.56 亿美元，货量
12038 吨。成都到罗兹的运行时间缩
短为11天左右，明年将缩短至9天。欧
洲的站点也已由波兰一个城市点位
增加到德国纽伦堡、荷兰蒂尔堡等多
个城市点位，辐射到欧洲绝大部分地
区。截至今年6月30日，按计划完成开
行153列，班列已顺利进入每周去程6
列、回程4列的平稳开行阶段。

陈仲维介绍，为推进蓉欧快铁双
向加密稳定运行，实现量能同步提
升，成都将于今年内完成开行 400 列
蓉欧快铁的目标任务，预计2017年开
行数量将达到1000列以上，到2020年
全年开行数量预计达到3000列以上。

据悉，蓉欧快铁将重点优化班列
开行方式，加强线路保障，并通过推
行梯度运价的价格策略，完善梯度定
价机制，保证大客户享有最优惠的价
格。下一步，成都将开展与欧洲铁路
枢纽场站以及生产、贸易企业等的深
度合作，将蓉欧快铁延伸至更多的欧
洲交通枢纽城市，将“蓉欧快铁”打造
成四川省、成都市联络欧洲的陆路大
通道。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摄影记者 王效 发自德国法兰克福

9月10日，德国纽伦堡，蓉欧快铁返程列车已装箱等待出发

“电马儿”上挤3人 违法载人罚款20元
昨日上午，交警四分局在骡马市

地铁站部署警力，重点对驾驶电动自
行车违反规定载人、非机动车不在规
定地点停放等违法行为进行了教育
和处罚。

上午11点20分，一辆从羊市街
往骡马市行驶而来的“电马儿”引起
了交警的注意，加上驾驶员，车上居

然挤了3名成年人，而车前还加装了
一把长型遮阳伞。随后，民警将其拦
下。“这母女俩要赶时间，我只好骑车
送一下。”驾驶员解释。由于驾驶非机
动车违法载人的行为，民警对驾驶员
进行了教育，依法处以20元罚款，并
将遮阳伞一并拆除。整治现场，交警
不仅处罚了“电马儿”的驾驶员，还对

试图选择乘坐这种交通工具的市民
开展了交通安全教育。“根据《道法》
规定，电动自行车只能搭载 12 岁以
下的未成年人。”交警四分局民警李
光伟说，很多从地铁站出来的市民，
为图方便就去违法搭乘电动自行车，
这种不文明行为带来了较大的安全
隐患。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9月10日，德国纽伦堡，TriCon集装箱码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