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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为何可以做到“开门
红”？温江区相关负责人以该区
域举例，“我们从领导机制上，设
立重大项目领导小组，主要领导
牵头负责具体项目，保障要素保
障。同时还建了微信群，最近每
天都在微信做环境督查。”

据介绍，2016年以来，成
都按照省委省政府“项目年”
各项工作部署，力促项目多投
快建，积极扩大有效投资，为
奋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持续

增进民生福祉提供坚实支撑。
2017年，成都将力争完成全社
会固定资产投资9200亿元，着
力实施1009个市重点项目，总
投资25140.6亿元，年度计划
投资3183.9亿元。全市省重点
项目共227个，总投资14502.9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1507.9亿
元，其中，省重点推进项目41
个，总投资8599.9亿元，年度
计划投资913.5亿元。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尹沁彤

昨日457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挂牌成立
地铁17号线开工建设

10余辆共享单车被烧得面目全非

26日中午，三圣花乡一农家乐
附近的停车场，成都商报记者赶到
现场看到，十余辆不同品牌的共享
单车倒在土沟内，车身上有被火烧
过的痕迹，辨认不出具体品牌，多辆
车的车轮被烧毁后只剩下钢丝。经
仔细辨认，记者发现被烧毁的共享
单车分别属于1步、摩拜、小蓝单车
以及ofo等品牌。附近一保安告诉记
者，当天早上8点半左右，他曾看到一
名男子将多辆共享单车扔到停车场。
后来，他在值班室看到停车场冒起一
阵浓烟，但赶过去时并没看到其他人。

市民纷纷谴责 个别人“太恶劣”

市民龚女士居住在三圣花乡附
近，她的手机里安装了两款共享单
车的软件。“每天上下班就会骑车往
返家和地铁站，周末有时候也骑去
买花，感觉非常棒，而且真的很方
便。”听闻共享单车被火烧毁的事件
后，她直言“太恶劣”。

最近刚开始使用共享单车的吴
先生迷上了单车。他是在同事影响
下开始使用的，“中午大家一起骑车
去吃饭，下了班骑车回住处。”对于
单车被火烧的事，他直言“心痛”，

“没想到个别人竟然这样。”
“坚决支持共享单车企业追究

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市民胡先生
表示，自己骑过几次共享单车，“绿
色出行，方便又环保。”

锦江警方已全面介入开展调查

当日上午，得到消息后，多家单
车公司的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并向
当地派出所报案。26日下午，成都市

公安局锦江公安分局在官方微博发
出通报。通报表示，在锦江区三圣花
乡一农家乐停车场发现数辆共享单
车被烧毁。“目前，锦江公安已全面
介入，依法开展调查。”

“共享单车公司既可以追究当
事人的民事责任，要求赔偿损失，也
可以同时以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追
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泰和泰律师
事务所律师罗柯介绍，根据刑法第
275条规定，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
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
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
金。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巨大或
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判处3
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四川蓉信律师事务所律师陈
小虎认为，放火人员已构成故意损
坏他人财物，情节严重的有可能构
成故意毁坏财物罪，如果在公共场
合有可能还涉嫌放火罪，同时，单
车所有人的损失可以要求放火人
员承担。

单车公司：将追究烧车者法律责任

小蓝单车的工作人员说，经过
他们的辨认，现场共有三辆他们的
车，价值在4500元。“这种情况我们
非常痛心。”小蓝单车工作人员说，

“这又是一个共享单车面临的新问
题，我们也希望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让市民能够爱护共享单车。”现在，
小蓝单车已经报警，他们表示，会追
究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摩拜单车的工作人员说，他们
已经报警，正在配合警方调查，并会
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彭亮
严丹 实习生 张颖

对话吕某

三圣花乡10余辆共享单车被烧毁 成都市民纷纷谴责

我们欢迎共享单车
不欢迎这样的丑陋行为

锦江警方已介入调查 律师称烧车者涉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

成都首例盗窃破坏共享单车案今日开审

针对共享单车被烧一事，市交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共享单车进入成都运行3个多
月以来，市民的总体素质较好，大多数人都
能遵章守纪、文明用车，蓄意破坏单车只是
极少数的个别现象和行为。

该负责人还表示，共享单车有利于解
决市民短距离出行和公共交通系统接驳
换乘的需求，有利于引导市民养成绿色出
行、健康出行、低碳环保的出行习惯，深受
广大市民喜欢。成都市高度重视并积极鼓
励支持共享单车发展，体现了鼓励共享经
济发展以及坚持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的决心，彰显了成都对共享经济这一新生
事物包容开放的城市底蕴，符合“和谐包
容、智慧诚信、务实创新”的城市精神。

为鼓励和规范共享单车行业健康有
序发展，市交委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
牵头起草了《成都市关于鼓励共享单车发
展的试行意见》，并已完成了社会公开征
求意见等工作，近期将正式出台。同时也
鼓励共享单车企业通过制订安全骑行规
范停放守则、文明用车奖惩制度及个人信
用评价体系等手段，加大对使用者的监督
管理力度。

2月26日，三圣花乡一停车
场边缘的沟渠内，十余辆共享单
车被发现遭遇大火烧毁，面目全
非。事发后，多家单车公司的工
作人员以及警方赶到现场处置。

“心痛”、“太恶劣”……给生
活带来很多便利的共享单车遭
遇火烧，不少市民纷纷表示谴
责，并希望能够追究涉事人员的
法律责任。据悉，锦江公安分局
已全面介入，依法开展调查。

律师表示，共享单车公司既
可以追究当事人的民事责任，要
求赔偿损失，“也可同时以故意
毁坏公私财物罪追究当事人的
刑事责任。”

商报独家对话盗车男子：“盗车、喷漆、锯锁都是我干的”

支持共享单车发展
成都即将出台鼓励发展意见

市交委/

一辆共享单车在龙泉驿区郑家院子
的农家小院被发现，不过车锁不见了，车
身被喷上了暗色的银漆。吕某称车是他花
50元买来的，当时已被喷漆，之后他锯掉
了车锁（成都商报曾报道）。事发两个多月
后，2月24日，吕某收到法院传票，他因涉
嫌盗窃罪被起诉。吕某面对成都商报记
者，改口称盗车、喷漆、锯锁都是他干的。

根据起诉书内容，事发时间在 2016
年12月11日，吕某骑三轮车经过龙泉驿
区白家路与雅士路交叉路口，发现了绿化
带内停放的共享单车。他将车搬上三轮运
回家后，强行将锁弄开，为避免被发现，他
用银漆将车身、坐凳颜色改变。公诉机关
认为，应当以盗窃罪追究吕某刑事责任。

今日下午，此案将在龙泉驿区法院开
庭审理。据悉，这是成都首例盗窃破坏共
享单车被处罚的案件。

三圣花乡，被烧毁的共享单车 摄影 杜玉全

成都商报记者：你之前说有个小伙把
车卖给你，那个小伙找到了吗？

吕某：我没说实话。车是我偷的，漆是
我喷上去的，锁也是我锯的。

成都商报记者：开始为什么说谎？
吕某：我是组合家庭，当时为了顾全

自己在家人前的脸面。
成都商报记者：之前想到现在的情况

了吗？
吕某：没想到。我文化不高，当时确实

也不晓得那个叫共享单车。
成都商报记者：现在心里有什么想法？
吕某：很后悔，但后悔也没有用了。我

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面向国际对标 放眼全国去对标
奋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二月二，龙抬头。成都迎
来“开门红”。

昨日，温江区凤溪大道与
温泉大道交界处，不时响起阵
阵掌声，十余辆工程挖掘机矗
立现场，做好启动准备。这是
四川省2017年第一季度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现场，1952个重
大项目正式启动建设，总投资
7869亿元。

本次集中开工仪式在成
都设主会场，除阿坝、甘孜外
其他18个市（州）设分会场。
集中开工重大项目1952个，

包括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
项目，现代服务业、生态环保
等产业发展项目，以及教育、
医疗等民生和社会事业项
目。其中，成都成绩亮眼。昨
日，成都共457个2000万元以
上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估算
总投资2292亿元。其中基础
设施项目137个，总投资850.2
亿元；产业发展项目171个，
总投资817.8亿元；民生及社
会 事 业 项 目 89 个 ，总 投 资
391.3亿元；其他项目60个，总
投资232.7亿元。

昨日开工现场，正是成
都地铁17号线一期工程项目
现场，这也是昨日最亮眼的
项目之一——成都轨道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
立，17号线一期也实现开工
建设，展示出成都轨道交通
加速成网的力度与速度。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有限
公司的正式挂牌成立，意味着
成立12年的成都地铁有限责
任公司完成名称变更。成都轨
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沈卫平表示，“成都轨道交通
集团有限公司”更能涵盖轨道
交通行业各类制式，包括地
铁、有轨电车、轻轨，还有高铁
和市域铁路等。根据公司战略

规划，未来几年公司将发展为
集城市轨道交通全产业链为
一体的大企业集团。

“与目前时速80公里的
线路相比，这条线速度更快，
最高时速可达140公里。”据
介绍，17号线一期工程起于
温江区的易园站，止于武侯
区 的 机 投 镇 站 ，线 路 长
26.145km，线路主要沿灌温
路、凤溪大道、凤翔大道、香
榭大道、永康路自西向东敷
设。17号线一期工程首批开
工5个站点，分别为九江北站、
凤溪大道南站、凤溪站、凤翔
站、来凤路站。17号线一期工
程总投资额约166.03亿元，以
PPP建设模式实施。

地铁17号线开工 首批开建5个站点

今年力争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9200亿

成都市对标管成都市对标管
理工作动员会昨日理工作动员会昨日
召开召开。。这这意味着意味着，，成成
都各地各部门将全都各地各部门将全
面启动对标管理工面启动对标管理工
作作。。会上会上，，市级部门市级部门
和区和区（（市市））县分别提县分别提
出了近期出了近期、、中期中期、、远远
期拟对标目标以及期拟对标目标以及
具体对标路径和方具体对标路径和方
法法。。

成都各地各部成都各地各部
门相关负责人纷纷门相关负责人纷纷
表示表示，，将紧紧围绕将紧紧围绕

““157157””总体思路总体思路，，站站
高谋远高谋远、、对标管理对标管理，，
面向国际对标面向国际对标，，放眼放眼
全国去对标全国去对标，，以更高以更高
水平更大力度推进水平更大力度推进
重点工作重点工作，，为奋力建为奋力建
设国家中心城市作设国家中心城市作
出新的更大贡献出新的更大贡献。。

成都天府新区：
推动联动发展同步崛起

在具体的工作中，如何实现对标发
展？成都天府新区提出，将进一步完善
对标管理指标体系，制定对标管理年度
实施工作方案，对标管理工作项目化，
将指标体系分解落实、“挂图作战”，并
将对标管理工作作为干部选任的重要
依据。在新区各片区和直管区各部门、
街道也将同步实施对标管理，形成“比
学赶超”的良好氛围。成都天府新区还
要将对标管理的办法措施，落实到当前

“开门红”“双过半”等各项工作中。同
时，用对标管理的思路和办法，推动各
片区联动发展、同步崛起。

锦江区：
尽快在优势方面提前赶超

锦江区区委书记陈历章表示，将全
方位构建一套指标设置合理、权重分布
科学的指标体系，力求能量化、可比较、
易操作。定期分析对标进展，对出激情、
对出干劲、对出措施，尽快在弱势方面缩
小差距，在优势方面提前赶超。锦江区将
坚持以项目为中心组织经济工作，以项
目为重心配置党政资源，动员全区上下，

心思用在项目上，工作围绕项目转，大抓
项目，抓大项目，全力在一批重大产业化
项目上取得突破。同时，还将以干部为关
键，优化领导带头机制、工作运行机制、
考核评价机制、激励约束机制。讲实干、
重实绩，论优劣、重公平，做到干与不干、
干多干少、干好干差不一样，充分激发

“比学赶超”的干事激情，广泛凝聚跨越
发展的强大合力。

市经信委：
吸引更多国际产能布局成都

成都市经信委党组书记施跃华表
示，将建立工业总量和产业、企业、载
体、创新的“1+4”对标体系。对于近期
的工作重点，市经信委将抓高强度工业
投资，形成赶超持续推动，抓大项目、
大企业，加强项目开工率、资金到位
率、投产达产率考核，释放投资拉动效
应。成都还将通过抓“蓉欧+”制造走
廊，即通过构建“国际大通道+口岸+园
区”的发展大平台，吸引更多国际产能
布局成都，鼓励更多国际国内产业与成
都协同，支持成都产品走向国际，推动
成都成为“一带一路”内陆工业出口第
一基地和全球制造业聚集发展首选地。
在大园区大集群发展方面，成都将继续

开展“竞进拉练”，并加快完善“3+N”
布局体系，发力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
2020 年，推动电子信息产业过万亿，汽
车、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等 7 个产业过
千亿。同时，成都还将抓好重点企业培
育，增强原生动力。

市建委：
全面提升城市功能与品质

成都市建委主任张樵表示，将按照
“157”总体思路，突出重点，明确对标内
容，以城建攻坚为抓手，全面提升我市
现代化、国际化的城市功能与品质，力
争使我市城市建设整体水平进入全国
第一方阵。近期工作中，市建委将细化
完善对标方案，科学制定追赶计划。在
加强对标工作组织领导方面，将切实提
升对标工作精神区位，将对标工作与城
建攻坚项目紧密结合，加大项目统筹协
调力度，层层压实工作责任，确保项目
加快推进，在项目推进中实现追赶和跨
越。同时，市建委还将对标管理工作纳
入常态化工作，形成长效机制常抓不
懈，加强目标绩效管理，定期对标检查
督促落实，建立动态评估论证机制，不
断完善目标体系和工作措施。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新华社电 记者27日从最
高人民法院获悉，最高人民法
院27日和四川省委联合召开表
彰大会，追授周卫东同志“全国
模范法官”和“四川省优秀共产
党员”荣誉称号，并举行周卫东
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据悉，周卫东生前系四川
省金堂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
庭庭长，他扎根基层28年，依
法公正审理各类案件4000余
件，无一发回重审改判，无一
出现信访投诉。2016年3月18
日，他在前往会见当事人途中
突发心肌梗塞，经抢救无效不

幸去世，年仅49岁。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沈

德咏表示，周卫东同志是 “两
学一做”学习教育中涌现出的
先进典型，是人民法官的杰出
代表，他的先进事迹朴实感人，
是新时期人民法院宝贵的精神
财富，为全国法院广大干警树
立了学习的榜样和标杆。各级
法院要深入开展向周卫东同志
学习活动，进一步凝聚力量、振
奋精神、激励队伍，奋力开拓进
取、锐意改革创新，以更加饱满
的精神状态为人民司法事业贡
献智慧和力量。

最高法追授周卫东
“全国模范法官”荣誉称号

紧接01版“定责、定人、定时”
把任务细化落实，进一步加大
督查考核力度，加强情况通报，
严格责任追究。全省各地各部
门要撸起袖子加油干，确保省
委省政府“项目年”各项工作部
署落到实处、取得实效。

唐良智在开工仪式上报
告了成都集中开工项目情况。
他说，去年，成都认真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坚持把项目投资作
为经济发展的“牛鼻子”，着力
做大做强经济发展“底盘”，推
动全市经济保持了“稳中向
好、活力增强”的发展态势。
2016年，成都实现地区生产总
值12170.2亿元、增长7.7%；完
成固定资产投资8370.5亿元、
增长14.3%，其中完成工业投
资2246.2亿元、增长41%，固投
总量及工业投资增速均居全
国副省级城市首位。今天，成
都又集中开工重大项目457
个，估算总投资2292亿元。新
的一年，成都将在省委省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强化首位城市
担当，牢固树立“谋项目就是
谋未来，抓项目就是抓发展”
理念，资源围绕项目转、力量
跟着项目干，持续掀起“大抓
项目、抓大项目”的热潮，全面
推行对标管理，跳起摸高、勇
争一流，撸起袖子加油干，以
大项目促进大投资、以大投资
带动大发展，加快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努力为全省实现“两
个跨越”作出更大贡献。

遂宁、泸州、南充、攀枝花
市委主要负责同志通过视频
连线报告本地区重大项目建
设和集中开工项目情况。

上午10时许，王东明宣布
四川省2017年第一季度重大
项目集中开工，现场掌声雷
动，各种工程车辆、机械设备
喇叭齐鸣，1952个重大项目正
式启动建设。

省政府秘书长唐利民，市
领导朱志宏、王波、冷刚、苟正
礼、刘守成、徐季桢在成都主
会场出席开工仪式。

集中开工重大项目1952个
总投资7869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