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举行的2017四川花卉（果类）生态旅游节
分会场暨成都·青白江“赏花季”旅游活动新闻通气
会上，发布了今年青白江“赏花季”的玩法——围绕

“赏花踏青观光”“欧洲文化体验”两条主线，创新赏
花内容与形式。其中，第十届杏花（果）节将于2017
年2月中旬开幕，6月中旬结束；第八届樱花旅游文
化节将于2017年3月2日开幕，4月中旬结束；第27
届姚渡桃花节将于2017年3月11日开幕，4月中旬
结束。

凤凰湖畔，樱花与郁金香斗艳

自 2010 年举办首届至今，樱花旅游文化节已
成了春天人们观赏樱花的不二之选。今年3月2日，
以“春醉青白江 樱漫凤凰湖”为主题的第八届樱花
节将如期和您见面。青白江凤凰湖景区内种植了包
含早樱、普贤象、红山樱、晚樱等樱花品种，阳春三
月，凤凰湖畔芦苇蒲草成片相连，溪流湖水碧波荡
漾，数万株樱花次第开放，灿若云霞。

今年的樱花节将打造西南首场樱花、郁金香双
花盛景，为游客带来一场视觉盛宴。园区特别规划种
植了几十万株荷兰郁金香，通过与樱花大道、鲜花花

雕的完美搭配，形成了一片五彩斑斓的浪漫花海，游
客们不仅可以前来领略樱花的浪漫风情，还能在郁
金香五彩绚烂的花海中徜徉，与春天甜蜜相约。

围绕“中国民俗文化传承”和“开放型国际化新
青白江”两大主题，本届樱花节精心策划了包括“欧
洲生活品体验店”、“平行进口汽车展”、“手工创意
集市”、“樱花Cosplay嘉年华”、“樱花美食汇”、“樱
花树下画春天”等丰富多彩的娱乐活动。据了解，不
仅展出的商品种类从去年的30余种增加到今年的
1000余种，展销区域也将扩大。赏樱同时，游客能
以超划算的价格买到超放心的进口商品。

据悉，本届樱花节将首次开启门票预售通道，
从2月14日情人节到3月1日截止，关注微信公众
号“悠游成都”（微信号 UUchengdu-2017）即可提
前购买优惠门票。购票咨询电话：18981829234。

福洪杏花迎春来，龙门桃花朵朵开

近年来，青白江区坚持以“特色突出、融合发展”
为导向，持续做靓樱花、杏花、桃花等花卉节会品牌，

“春天三朵花”已成为代表青白江文化旅游的靓丽名
片。同时，凤凰湖旅游度假、福洪赏花品果、姚渡诗意

乡村、人和山地运动等也已成为特色旅游活动。
今年，在青白江福洪镇客家杏花村举办的杏花

（果）生态旅游节将带来更多精彩，游客可在杏花丛
中徒步健身，体验挥汗如雨的酣畅；可在起伏的山
地看袅袅炊烟，用画笔记录美丽的瞬间；或在天骁
马术场策马扬鞭，在湖畔品尝特色农家美味，在房
车营地携手佳人，浪漫夜宿……

龙门桃花沟景区位于青白江区姚渡镇凉水村。
桃花盛放之时，粉嫩的花海将遍布山谷，与梨花、油菜
花等竞相争艳，形成绚烂夺目的大地景观，以“青江春
意惹诗情”为主题的第32届桃花诗会也会如期举行。
来自省内的作家及文学爱好者将竞相登台献艺，吟诗
作赋，咏春赛诗，书画家现场挥毫洒墨、尽抒春情，将
游客朋友们带入一片春的天地，诗的海洋。

青白江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生态环境宜
人，都市现代农业特色凸显，开放发展成效显著。近
年来，青白江区积极抢抓国家“一带一路”战略重大
机遇，大力实施“蓉欧+”战略，“中欧班列（蓉欧快
铁）”和“中亚班列”成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黄金
干线组合，通达全球的国际铁路港加速建成，区域
性 国 际 物 流 枢 纽 地 位 初 步 奠 定 。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四季花开青白江

青白江“赏花季”大幕拉开 三花迎春来
2017年四川花卉（果类）生态旅游节暨成都·青白江“赏花季”

旅游活动拉开序幕了。每年春天，到青白江踏春、赏花已成为了成
都及周边地区市民春季旅游的必定行程。今年，青白江区将以凤凰
湖樱花风情游、福洪杏花幸福游、姚渡桃花文化游拉开“赏花季”旅
游活动的序幕，为您将“春田花花”一网打尽。

昨日上午，成都“最快”地
铁列车——10 号线列车在中
车成都产业园进行了异地调
试。成都商报记者首次走进了
10号线宽敞的A型列车，对成
都首列设有横向座椅的地铁列
车进行了探访。“横向座椅是为
了乘客乘坐的舒适性。”成都地
铁运营公司 10 号线列车筹备
负责人董琪解释。

地铁 10 号线一期工程作
为成都首条机场地铁专线，最
高运行时速 100 公里，是成都
目前最快的地铁列车。按照计
划，这条机场线将于今年国庆
前开通运营，届时市民可从市
区直接坐地铁到机场。

不锈钢变成“木纹”

中车成都产业园的调试车
间里，编号为1002的10号线列
车正在接受系列调试。记者看
到，10号线列车车身外观的涂
装采用的是红、黄、灰三色波浪
形飘带，洁净的白色衬底。车体

侧面印着金色太阳神鸟标志，
配以金属色的盲窗，体现了成
都独特的历史底蕴。

走进车厢内，一排排横向
布置的座椅十分抢眼。成都地
铁运营公司 10 号线列车筹备
负责人董琪介绍，10号线列车
每节车厢都有48个座位，一半
座椅采用的是横向布置方式，
另一半是采用的纵向布置。“这
是成都地铁首次尝试采用横向
座椅，目的是能提升乘客乘坐
的舒适性。”董琪还表示，10号
线列车座椅的材料也与现有列
车不一样，“我们采用了图案玻
璃钢的首创制作工艺，把座椅
表面仿制成‘木纹’，和现在已
有的不锈钢座椅比起来，让人
感觉到更加温馨。”

另外，为了便于往返机场
的乘客放置和照看大件行李物
品，列车站立区域的乘客拉环
与座椅之间距离更远。车门区
域的电子地图也首次采用了
37英寸矩形液晶显示屏，通过
动态图片显示列车运行导乘信

“中医大省医院站由于位置
特殊，乘客中有不少病人，但之前
由于车站步梯处未设置扶手，给
老年乘客上下楼梯带来不便。希
望能有更加人性化的措施。”这是
市民胡女士去年通过成都地铁官
方微博的私信向成都地铁反映的
问题。接到反映后，地铁公司安排
相关专业人员对现场进行了排
查，并采纳了乘客提出的建议、提
出了改造推进方案。一个月后，中
医大省医院站的站台到站厅的楼
梯通道有了扶手，乘客的出行变
得更加方便。

回复率高于90%

“成都地铁是市民的地铁，
所以市民的意见对我们来说非
常重要。”成都地铁公司法律事
务部副部长孙文涛表示，成都地

铁的官方微博微信每天都要收
到很多意见，为了能及时回应网
民诉求，还安排了专人及时回复
办理私信。“双微平台是我们打
造的网络理政主阵地。”据统计，
2016年成都地铁通过双微平台
共收到了 8000 位网民 13000 余
条私信，涉及的信息包括了规
划、建设、运营、投诉建议等。“地
铁公司的回复率高于90%。”

1小时回应

除了“回复率高”，成都地铁
还建立了网上反映、线下处理、
网上反馈的限时办理反馈机制，
来保证“回复快”。“在工作时间
内，我们要做到在1小时内回应
双微平台上的所有问题，一般性
问题 24 小时内反馈、较难问题
48 小时内反馈、复杂性问题 72

小时内反馈，如果遇到不能解决
的问题，也要向网民做好解释说
明。”

“今年一月成都市网络理政
平台的正式推出，又给地铁和市
民增加了一条沟通渠道。”孙文
涛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自网络理
政平台试运行至今，地铁公司共
到相关信件125件，内容涉及收
到地铁建设、线网规划、运营管
理等方方面面。目前，已经办结
116 件，剩余 9 件也将按照要求
在5日内办结并回复。孙文涛还
表示，随着 2017 年三条地铁线
的开通，成都地铁将实质性迈入
网络化运营时期，线路更长、换
乘站更多、客流量更大。“我们将
对官方网站升级改版，加入互动
版块。以进一步加强与乘客的沟
通，充分听取意见，为大家营造
良好的出行环境。”

开往机场的地铁里面啥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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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探访10号线 国庆前坐地铁赶飞机

息。“我们还会考虑把动态图片
设置成当前站点的照片，一些
乘客可能看到图片就知道到了
哪个站。”

只剩2个出入口未完工

截至昨日，目前 10 号线列
车已有 2 列在中车成都产业园
进行异地调试，剩余3列则将于
3月内陆续抵达。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今
年 1 月 31 日，10 号线一期工程
首列车已正式启动了异地动车
调试。调试内容包括在院内的
迷你 10 号线——长度为 1.476
公里的试验线路上，验证电客
车关键的技术参数，还要验证

“地铁大脑”信号系统的核心功
能，后续还将在试车线依次完
成车辆与再生制动地面回馈装
置、车门与屏蔽门联动功能、车
地无线视频传输等多个接口的
功能测试工作。

为什么要在园区内进行异
地调试？董琪解释，这确保了下

线的车辆可在正线未准备好前
提前启动调试工作，确保列车
提前达到良好状态，在投入正
线时更加顺利，节约时间保障
按期开通。

同时成都地铁建设分公司
介绍，10号线全线只剩余2个出
入口在施工，其余土建工程全
部完成；区间已实现了洞通和
短 轨 通 ，长 轨 焊 接 已 完 成
95.6%。同时车站供电设备正在
调试，35kV 电缆敷设完成了
80%，接触线架设完成了68%。

按 照 计 划 ，这 条 时 速 最
高可达 100km/h 的机场线将
于今年国庆前开通运营，届
时市民可从市区直接坐地铁
到双流国际机场。一期工程
全线共设地下车站 6 座，依次
为 太 平 园 站 、簇 锦 站 、华 兴
站、金 花 站、双 流 机 场 T1 航
站楼站、双流机场 T2 航站楼
站，并且可以在太平园站与
地铁 3 号线实现换乘。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摄影记者 张建

可以 着坐横横

“从网络问政到网络理政，虽仅是一字之变，但背后
传导的是执政理念，工作作风和服务理念的转变。”中共
成都市委党校现代科技教研部主任邓凡认为，网络理政
不仅是将网络作为理政的手段，而且要强调以人民为中
心，涉及政府信息公开、公共参与决策、多主体协同治理
以及个性化便民服务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邓凡建议，建
立全方位、多渠道、开放式的网络理政受理机制，比如建
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

“从网络问政到网络理政是巨大的进步。”中国行政
管理学会常务理事、电子科技大学行政管理首席教授祝
小宁认为，从理念层面上讲，“网络问政”是一种对情况的
了解，“网络理政”已进入网络民主范畴；从技术层面上
讲，“网络问政”是1.0，而“网络理政”是2.0，是升级版本；
从政府层面上讲，“网络问政”仅仅是政府行为效率的问
题，而“网络理政”不仅是效率问题，而且是社会公平问
题。可广泛运用数据、技术和社会第三方力量，使政务电
子化从前端进入核心层。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辜波

网络理政不仅是效率问题，
还是社会公平问题

专家
声音

5日内办结回复市民意见
地铁网络理政主阵地：微信微博

2月16日，中车成都产
业园，地铁10号线列车1/2
座椅采用横向布置方式，增
加乘坐舒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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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龙
泉驿区黄土镇好秾人农场看
到，原本种植花卉的土地上

“种”上了各色风车，宛如百
“花”齐放。从空中俯瞰，随风
转动的风车形成了一道别致
的风景。据农场工作人员叶玉

娟介绍，农场里总共约有 40
万支风车，组成了孔雀、爱心、
花朵等不同的造型。因为目前
非盛花期，所以用这样的方式
来装点种植园。据介绍，整个
风车展将持续到4月底。
成都商报记者 张直 摄影报道

德阳市有一位农民，名叫
卢从军，他组建了自己的工程
队，带着乡亲们一起挣外国人
的钱，在全球各地承包工程项
目，承包的工程总额已超过
2.6亿元。昨日，全省优秀农民
工暨返乡创业先进集体和个
人表彰大会召开。卢从军同另
外 99 名农民工一起，被授予
四川省“优秀农民工”称号。

47岁的卢从军生于德阳
市旌阳区天元镇白江村5组，
15岁因家贫辍学。1986年，他
在镇上机械厂打工，10年后，
因企业不景气，他来到上海宝
钢集团打拼，做机械安装指导
工作。3 年后，他拉起了一支
20 多人的机械安装施工队
伍，自己单干。

技术过硬，为人实在，卢
从军的施工队刚组建，就承接
了不少业务。三五年后，他的
施工队口碑越来越好，逐渐能
够接到全国各地的大型工程

项目，承包费动辄百万千万。
到了 2011 年，卢从军的工程
队已经开始承接国外安装工
程项目。他带领工友们先后到
塞拉里昂、伊朗、塔吉克斯坦、
法国、卡塔尔、阿曼等国家完
成了9项机械装配工程，工程
总承包费达2.6亿元。

当然，他从没忘记过自己
邻里乡亲。他不仅招用了自己
村里数十名懂技术的乡亲，还
鼓励村里人参加技能培训，承
诺培训合格了就直接来自己
的工程队上班。很快，村里的
乡亲们纷纷脱贫。目前，工程
队已从最初的 20 余人，发展
到100余人，工程队员工月收
入达到万元以上，员工中有
50 户家庭盖起了新楼房，有
的还购买了小汽车。

卢从军认为，当今时代，农
民工的致富创业受到了诸多政
策的支持鼓励，要“敢想敢闯敢
尝试”。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花卉种植园变身风车海洋

四川农民工带乡亲全球包工程
工程总额超2.6亿

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四川
省委组织部了解到，到 1 月
底，四川已在全省行政村建立

“农民夜校”4.5 万余所，对所
有行政村实现了“全覆盖”。空
闲时间到夜校学文化、学政
策、学技术、学法律已成为四
川农民新风尚。

据介绍，“农民夜校”结合
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特别是脱
贫攻坚需要，开设了时事政
策、法律法规、技术技能、文明
新风、文化科普五大板块课
程，并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差
异化”授课。比如贫困地区侧
重于讲脱贫办法、就业技能，
旅游资源丰富的地方讲如何
发展乡村旅游，种植养殖业基
础好的地方讲实用技术。

在师资配备上，“农民夜

校”主要从领导干部、技术专
家、致富能人中择优聘请专
兼职教师，确保每所夜校至
少有 6 名相对固定、素质较
高的教师。原则上，夜校每月
开展课堂教学和现场教学不
少于2次。

夜校场地以村级组织活
动场所为主，整合村级学校、

“一村一幼”教学点、民俗文化
院坝、农家书屋等，充分利用
现有的党员远程教育设施。

记者了解到，“农民夜校”
不是“照本宣科”理论式讲课，
而是讲农民能听懂的大白话，
举农民身边的例子。在有条件
的地方，农民还可以“点课”，
开课前夜校先了解村民意见，
再根据村民需求去邀请相关
老师来上课。

四川建立“农民夜校”4.5万余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