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残 奥 会里约

进入神龙汽车成都工厂的焊装车间，如
同走进机器人的世界。从奠基到建成投产，
这座挑战国际汽车制造高度的工厂诞生不
到两年。神龙汽车成都工厂党委书记吴政
说：“我们称之为‘成都速度’。这完全得益于
政府的支持，否则就没有成都工厂速度。”

两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等待建设的空
地，是什么支撑“成都速度”的实现？

不到3个月，拿出工厂建设所需的首批
900亩土地。不到6个月，建好神龙项目
110KV供电专线。召开上百次例会，协调解
决的问题大大小小超过1000个。逐一调研50
家配套企业，一个一个打消企业的顾虑……

来自建设一线的许多数字表明：支撑
“成都速度”的，是高效的“成都服务”。

逐一调研配套企业
逐个打消企业顾虑

吴政说，在建设整车工厂的同时，
同步建设零部件园区，这是神龙成都
工厂在国内所有汽车工厂建设中的一
个创新。目前，神龙成都工厂的零部件
园区已经跟工厂同步运作。背后，也离
不开成都服务的支撑。

针对神龙公司提出的自购地配套
零部件企业用地、产前产后物流用地、
生活配套用地等一揽子用地需求，成
都向神龙公司明确包括近期1100亩零
部件物流园区、中远期1500亩二期整
车和2200亩零部件工业园选址方案，
为神龙成都项目快速打造本地配套体
系提供了有力支撑。

同时，在神龙整车项目正式签约
后，成都经开区汽车局多次赴武汉、上
海、宁波等地，对超过50家神龙公司核
心零部件物流配套企业逐一进行调
研，摸清企业的产品特性、技术特点、
投资意向和用地需求。“黄土镇的地形
是浅丘，在调研的时候，就有企业提
出，这会增加建设成本。他们有顾虑。”
梁龙说，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政府团
队一一邀请企业到现场，一寸一寸地
测量地形，计算相关成本，最终打消了
企业的顾虑。

目前，初步达成投资意向的有31
家（其中自购地项目20个，神龙自建零
部件园区内项目7个），预计投资超过
70亿元，其中成都银利、宁波富诚、武
汉中人、湖北吉兴、弗吉亚外饰、东风
江森等15家已正式签约入驻（预计总
投资40亿元）。

吴政说，神龙成都工厂将成为未
来5年该集团的主战场，标致和雪铁龙
的8款车型将拿到成都制造，神龙公司
的第一台电动车也将在成都诞生。“战
略规划上，成都工厂将成为集团未来5
年主要的战略任务。”

成都商报记者 谢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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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了这么多年乒乓球，从来没
有像这次一样感觉球市这么火爆。”
昨日，中国乒协西部国际培训中心
主任代天云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
访时这样说道。国际乒联世界巡回
赛2016年中国乒乓球公开赛将于9
月14日-18日在四川省体育馆举行，
与以往相比，作为里约奥运会后的
首次大赛，本次赛事的门票可谓一
票难求，这既得益于奥运上“国球”
的优异表现，更由于国乒在网络上
的突然爆红，从主教练刘国梁到张
继科、马龙等队员，国乒的关注度与
以往已不可同日而语。

在里约奥运会上，国乒毫无悬
念地再次完成了包揽。这支一度因
垄断冠军，在外界看来有些索然无
味的金牌之师却有意想不到的收
获。在社交网络上，中国乒乓球队成
了最火的球队。在新浪微博之前公
布的奥运热搜排行榜上，国乒就多
次上榜，张继科搜索热度更是以超4
亿次傲居榜首。随着关于国乒的段
子和各种视频在网络上病毒式传
播，曾经人们印象中如同夺冠机器
般呆板的乒乓球队变得有颜有肉、
有段子有故事起来，在90后甚至是

00后中急速圈粉，不少网友更是将
自己封为国乒的“迷弟”、“迷妹”。

过去，国内举办的乒乓赛事大
都缺乏关注，许多比赛看台上的观众

寥寥无几，因此不少单位和学校都喜
欢组织人前去观赛。刘国梁的哥哥刘
国栋甚至还曾发出过“比赛基本没有
卖票的，赠票还得管人盒饭才会有人

去”的感叹。但如今，随着国乒在奥运
会上的稳定表现和网络上的走红，这
样尴尬的情况一去不返。9月14日开
打的中国乒乓球公开赛，几乎囊括了

所有的国乒奥运主力，球票在开赛前
10天已经一抢而空，不少想要前往观
赛的球迷甚至无法买到门票。这样火
爆的场景让不少资深体育记者都感
到有些吃惊，“以往赠票都没多少人
要，现在已经搞不到票了”。

奥运会期间，从刘国梁到张继
科再到马龙，长期霸占微博热搜榜，
奥运会结束后，国乒的球员们成为
综艺节目的宠儿和吸粉利器。在之
前的采访中，无论是国家体育总局
副局长蔡振华还是刘国梁，都曾表
达过对于乒乓球影响力下降的担
忧，但里约奥运会后，乒乓球俨然成
为第一“网红运动”。

中国乒乓球公开赛已经是第三
次在成都举办，国乒也经常来到位
于成都的中国乒协西部国际培训中
心集训，但无论哪次的关注度都难
以和此次相比。对于火爆的球市，
代天云表示：“国乒爆红，与他们多
年的坚持和在世界大赛中的稳定
表现密不可分。”球市的火爆、关注
度的上升，意味着更多的精力和安
保投入，不过代天云表示，任何关心
乒乓球的人，看到如今的球市都非
常开心。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2016成都女子马拉松锦标赛
在本月10日于成都双流体育中心
举行，赛事活动不仅有来自成都及
周边地区的辣妹子，更有来自世界
各地的美女跑者一起给双流人带
来了一场震撼的视觉体验。
创新发展理念
推动经济、体育、文化事业综合发展

经过本次女子马拉松锦标赛
的举办，双流区政府已越来越重视
体育产业文化，不断推进体育文化
事业的发展，倡导全民运动健身理
念成为双流新时期发展的又一大
创举。

双流区正以一种全新的姿态
迎接更多的发展机遇，不断创新

体育事业发展理念，通过承接各
种赛事提高知名度。近年来，双流
区已举办了诸如国际网联青年大
师赛、“熊猫杯”国际青年足球锦
标赛、全球华人青少年羽毛球锦
标赛等重要赛事。随着双流区体
育场所和体育设施的不断完善，
双流区承办体育赛事的能力也越
来越强。

双流区着重建设体育设施场
馆，不仅给双流人民提供了便利，
也通过承接各种赛事，增强了双流
的体育文化底蕴。双流现在建有双
流体育中心、四川国际网球中心、
谢菲联足球公园、四川省国家羽毛
球训练基地、中国现代五项赛事中

心等全国一流和世界领先的体育
场馆，这些场馆都经历过大型赛事
的考验，具有举办、承接大型赛事
的能力。
双流体育中心等你来“战”

双流体育中心坐落于成都双
流新城区，落成至今已承办国际、
国家、省、市体育比赛及大型活动
二十余次。

双流体育中心总建筑面积
22869平方米，是一座集体育场、体
育馆、训练场、训练馆、游泳池、网
球场、篮球场、排球场为一体的多
功能现代化体育场馆。

2016年9月10日成都女子半程
马拉松暨全国女子半程马拉松锦

标赛在成都市双流区盛大开赛，来
自成都和国际美女跑者给双流带
来了一场新的体育盛会。
双流新城公园，美如仙境

目前，新城公园内的中心公
园、运动公园、艺术公园南段、湿地
公园已建成并面向市民开放。美丽
的自然环境和优美的人文景观给
双流人民带来了更多的实惠，在这
里与家人、朋友、宠物来一场约会，
一定是一幅特别美丽的油彩画。
“体育名城”再出发

双流区在发展中不断成长，不
断进步，随着全民健身理念的深
入人心，越来越多的双流人参与
到运动中来，体育事业已成为一

项新的发展形式。双流区政府通
过创新发展模式，促进产业发展
模式的转变，区政府通过结合体
育赛事，不断打造国家以及国际
级知名赛事，增强地区知名度，推
动产业转型升级，培养企业文化，
增强地区辐射力。

发展依靠创新，在不断创新中
寻找发展机遇，提升区域发展核心
动力，增强地区影响力。在新的时
代背景下，创新发展模式是时代提
出的更高要求，面对这项要求，双
流区政府努力抓住各项体育比赛
的重点，大力扶持体育赛事，助力
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为双流区带
来新的产业增长点。

双流，赛事名城在悄然崛起

国乒“网红”驾到 门票一票难求
中国乒乓球公开赛本周三在成都开战，球市之火爆超乎想象

感受体育舞蹈之美
最美舞者半决赛成都开赛

2016最美舞者暨世界体育舞蹈节
形象大使选拔赛半决赛上周末在成都
温江开赛。本次比赛分为“最美精灵组”
（少儿组）、“最美天使组”（成年组），选
手们动人的舞姿让比赛场地被围得水
泄不通，也让大众感受到了体育舞蹈的
魅力。据悉，此次半决赛晋级选手将于9
月16日和17日参与决赛的比拼。

2016最美舞者暨世界体育舞蹈节
形象大使选拔赛是2016年世界体育舞
蹈节的前奏活动。为了让更多选手参
与到大赛中来，主办方组织了赛事网
络海选，共有169人发送了参赛视频和
照片。开通微信投票通道后，两周时间
便吸引了7万余张网络投票。最终，优
胜选手和第八届中国西部中心城市体
育舞蹈公开赛各组别的冠亚军选手等
共同进入最美舞者半决赛名单，开启
了面对面的比拼。比赛最终的优胜选
手不但有经济奖励，还有机会参加
2016年世界体育舞蹈节开幕式表演。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成都29支队伍齐聚彭州
角逐健身球操总决赛

成都市第三届全民健身运动会健
身球操总决赛上周末在彭州举行，来
自成都市各区县的29支队伍、346名群
众参加了角逐。

本届全民健身运动会优化设立了
竞技项目组、大众健身项目组、老年项
目组、青少年项目组和定制项目组5个
组别，涵盖足球、篮球、排球、乒乓球、
羽毛球、游泳、网球、太极拳、棋类、拔
河、健身球操等48个项目，从4月开始，
通过预赛、复赛、决赛三个阶段进行，
参与人数达50万人次，在成都市范围
内掀起了全民健身运动的热潮。

成都商报记者 李博

许庆
加冕“十金王”
中国军团领跑奖牌榜

里约残奥会泳池里的那条“鲨
鱼”还未收起獠牙，在前一天摘得两
金后，中国泳将许庆昨日又赢得自己
四届残奥会经历中的第十枚金牌，也
是中国代表团当日六枚金牌之一，中
国军团继续以领跑者的姿态出现在
奖牌榜上。 据新华社

只说实际问题
每周例会雷打不动

9月7日，神龙汽车成都工厂投
产。为准备投产仪式，成都经开区汽
车局局长梁龙已经忙了好几天，他
还有一个身份——神龙项目建设服
务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成都速度”
靠什么？在梁龙看来：“最重要的，还
是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机制。”

2014年7月，神龙项目正式签约
落地。8月，神龙项目建设服务领导
小组成立，龙泉驿区主要领导担任
组长，下设指挥部，成员包括财政、
建设、环保等22个部门。指挥部之
下，又设7个专业化的工作小组，抽
调精兵强将，分别负责项目建设的
工作协调、商务审批、能源保障、国
土规划、人力资源保障、资金协调、
产业链配套和综合保障等工作，保
证每一项工作、每一个环节都有专
人跟踪落实。用梁龙的话说，是“大
事有人牵头，小事有人跟踪”。

每周三雷打不动，神龙项目建
设服务指挥部都会召开政企联席会
议，不说别的，就说项目建设中遇到
的实际问题。“大到土地的获取、村
民的搬迁、周围的交通维护等等，小
到神龙工作人员衣食住行问题，都
能够高效解决。”神龙汽车成都工厂
厂长芦从国说。2014年8月至今，联
席会已经开了100多次，协调解决各
类问题1000余个。

每项审批事项，尽可能争取最
短时间。成都经开区在神龙项目签约
后第一时间将项目基本情况函告15
个区级相关部门并纳入“绿色通道”
服务对象。梁龙举例说，项目7月签
约，10月就要开工，为在2个月内要完
成环评、安评等五大评价，指挥部成
立了5个单独的工作小组，同时推进
项目审批，保证了如期开工。

分批供地
工地不设围墙

2014年7月签约，10月就要开始
建设，企业心里是没底的。企业一位
负责工程施工的主任在政企联席会

上表示：“现在场地里全是庄稼、住
户、工厂，我估计一年后能够把场平
做出来就不错了。”面对企业的质
疑，黄土镇镇政府相关领导当场立
下了“军令状”：一定按时把建设需
要的用地提供出来。

神龙项目一期的净用地为2552
亩。为了保证项目建设，成都采取了
分批供地的办法，分三批供地。其
中，最为紧急的首批土地需求为900
亩。这些土地用于建设总装、焊接、
冲压、涂装等四大车间，是工厂最核
心的部分。

“其实，我们在6月底接到了拆
迁任务通知书，8月10号左右就已经
完成了首批土地的拆迁。”黄土镇党
委副书记钟勇说。一方面，神龙项目
是黄土镇的第一个大型工业项目，
老百姓对项目非常支持。另一方面，
黄土镇抽调150人组建了工作组，加
班加点为老百姓解释拆迁政策、丈
量土地、解决问题。

由于土地供应分批进行，神龙
项目一直是一座没有围墙的工地。但
让吴政非常感动的是，项目开工的将
近两年中，那么多价值不菲的设施设

备放在现场，没有发生过一起盗窃事
件。成都商报记者从钟勇口中得知，
除了及时供应土地，镇上还加强了治
安巡逻以保障施工安全。直到上个月
底，工厂的围墙才全部完工。

不到6个月
建成电力供应系统

神龙项目的建设牵一发而动全
身，不仅涉及土地，还关系着场平、
供电、道路等方面。协调力度前所未
有，是吴政对政府服务的直观感受。
他举了一个例子，今年初政府协调
解决了工厂整车生产的供电问题，
企业没有想到能这么顺利和迅速。

“以前可能需要集团公司老总出面
解决的问题，我们成都工厂的设备
维修主任提出，很快就解决了。给了
工厂建设非常大的支持和保障。”

这条供电线路名为“神龙项目
110KV专线”，总长度11.7公里。龙泉
驿区建发公司经理朱刚经历了专线
建设，他说，这样的电力基础设施建
设项目，通常的建设周期是12-18个
月，而这个项目却只用了不到6个月

时间就完成了。
项目所在地黄土镇，一直是一

个以农业生产为主的乡镇，突然从
农业生态转化为工业生态，建设上
遇到了不小的难度。“我们一共要建
37个塔基，但所在地大都没有道路
直通，只能利用原有的机耕道，并临
时修建道路与其连接。这给抢建带
来了一些难度。”朱刚说，为保证时
间，项目投入了几倍于一般项目的
机械和人力，七八个塔基同时施工，
施工人员加班加点，24小时轮流值
班，保证了供电线按时抢通。

建生态湿地
一个月干完三个月的活

一座全球标杆的汽车工厂，不
能让周边的环境影响企业正常生
产。今年7月，神龙成都工厂的配套
项目“天府货运大道龙泉段神龙项
目城市带状生态湿地公园”方案通
过。为确保在工厂投产前建成，方案
通过第二天，浩浩荡荡的工程施工
队伍就同时进驻。

公园面积34万平方米，绵延2.8

公里，工期只有一个多月，但通常这
种项目都至少需要三个月才能完
工。龙泉驿区建设局总工程师邱云
建被抽调在现场负责技术把控，清
运土方、挖沟埋线、堆坡造型、树木
移栽，项目进度被细化到每一天。

“一天当成三天用，都还是不
够用！”邱云建每天早上7点多就要
赶到现场督工，一直要到这一天的
进度完成，晚上施工队撤离，他才回
到单位，与同事们研究工程技术上
的难题，讨论安排第二天的工作。

为确保进度，只能一个工地多
支队伍交叉作业。一支队伍在南边
挖沟埋管，另外一支队伍就撤到北
边整理培土，一支队伍开始铺设电
缆，另一支队伍就在后面紧跟着回
填土方。邱云建说，工地上尽量把作
业面全部铺开，能够抢先的绝不延
后，能够同步进行的绝不分开单干。
就这样，几个施工队同时作业，一点
一点地挤时间，一天一天地赶工期。
经过一个多月的抢工，城市带状生
态湿地公园等神龙项目配套工程赶
在新车下线前完工，有力保障了重
大项目的建设投产进度。

“成都服务”成就“成都速度”
神龙项目建设服务指挥部召开上百次例会 解决上千个问题

焊接车间内机器人正在作业 摄影记者 张直

总装车间内工人正在检查漆面

国乒“小鲜肉”奥运后更受追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