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后艰辛

●川陕立交方向来车驶至凤凰
立交，可通过三环路主车道内上行
匝道驶入凤凰山高架桥并直达金芙
蓉大道

●成彭立交方向来车驶至凤凰
立交，通过三环路主车道内上行匝
道驶入凤凰山高架桥并直达金芙蓉
大道

●新都方向来车可从金芙蓉大
道上桥，直达三环路凤凰立交转换
节点，通过分离匝道可分别驶向川
陕立交和成彭立交

如何驶入凤凰山高架桥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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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前热议的人工智能话题，万钢说，国
家正在集聚科技界、企业界专家和年轻创业者等
共同制订促进中国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的规划。

“目前科技部正和相关方面共同起草规划，估计
今年两会后很快就会和大家见面。”

他介绍，这个规划旨在推动人工智能在经济
建设、社会民生、环保事业、国家安全等方面的应
用。中央财政将设立专项资金，重点支持相关的
基础研究、核心关键共性技术等。

万钢说，目前，有关人工智能领域的重大项
目正在进行论证。下一步要在深度学习关键技
术、跨界融合的信息技术、人机协同的操作和控
制、群体智能等方面下力气研究。

成都传媒集团成都商报记者 赵倩
又讯 在记者会上，万钢还透露，我国面向

2030年部署了15个重大科技项目。目前，航空发
动机和燃气轮机专项已启动。深海空间站、天地
一体化信息网络、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机、脑科
学与类脑研究等重大项目预计两年内都要启动
实施。 （新华社）

商报商报““拦部姐拦部姐””提问科技部部长提问科技部部长：：
如何能让

如何才能让科研人
员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
性更高？如何才能更好
地增强科技人员的获得
感？

昨日下午3时，在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新闻中心举行的记者
会上，科技部部长万钢
针对成都商报记者、“拦
部姐”赵倩的这一提问，
给出了答案。

在这场以“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实施进展成
效”为关键词的发布会
上，万钢还多次以成都
为例——无论是台湾青
年在大陆的创业，还是
高新区的发展，万钢对
成都加以赞赏。

这已是成都商报记
者在本次“两会”上第二
次获得提问机会。3月4
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
五次会议新闻发布会
上，成都商报记者韩利
获得首问，就民法总则
草案提问人大新闻发言
人傅莹。

万钢回应说，职务发明所有权的问题，这是
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问题。这次两会有代表委
员提出，全国人大可能会在这方面进行深入研
究。实际上，根据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一系列
法规和文件，国家财政支持的科技项目所产生
的科技成果，在转化应用中的收益净收入50%以
上可由发明人享受。

对于大家关心的横向科技经费问题。国务院细
则明确了横向项目属于成果转化法规定之内，管理
按照合同进行，收入按照成果转化法规定分配。

而计算科技成果转化净收入的问题，科技
部和中科院共同发布了文件，确定了计算成果
转化净收入的方法。科技部和国资委也专门发
布了科技型国有企业人员享受科技成果收益分
配的细则和法规。这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成果
转化政策体系。在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
收益权方面，有些问题在逐步解决过程中。

“科技成果转化具有双重属性，既有个人收
益属性，还有社会公益属性。”万钢说，推动科技
成果转化当中，会更加注意成果转化的公益性。

“国家连续出台了很多支持科技成果转
化的政策。为了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中央
也发布了《关于实施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
收入分配政策的若干意见》。但我们注意到，
今年有代表委员提出，《专利法》第6条规定的
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归单位，限制了高校、院
所科研人员转化科技成果的积极性，建议予
以修改。请问万钢部长如何看待这个问题，要
更好增强科技人员获得感，还需要得到哪些
方面的支持？”

从主城区到新都又
多一条免费快速通道！
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城
投集团获悉，凤凰山高
架桥三环外区段（三环
路-金芙蓉大道段）已
具备通车能力，3月11
日下午3时通车试运
行。记者从三环路凤凰
立交出发，经凤凰山高
架桥到达天回镇金芙蓉
大道，耗时不到5分钟，
比以前节约10来分钟。

通车路段仅5公
里，从开建到通车历时
两年多，克服了许多困
难。其建成将极大地缓
解城北片区的交通拥
堵，对附近居民交通出
行带来极大便利，带动
区域城乡经济的统筹全
面发展。

限速80km/h 货车大客车禁入

凤凰山高架桥全长约7.8公里，起于北二环
路外拼接北星大道，向北依次经过升仙湖、中环
路、跨越三环路、凤凰山等，止于天回镇金芙蓉
大道。本次通车的为三环路至金芙蓉大道部分，
全长5公里，约为总长度的2/3。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乘车从川陕立交
方向行驶至凤凰立交，从三环路主车道内上桥
匝道驶入凤凰山高架桥。匝道口悬挂着“凤凰山
高架桥金芙蓉大道方向”的标牌。道路为双向6
车道，中间两条是快速公交专用道。全程无红绿
灯，限速为80km/h，沿线设有电子监控系统。

由于高架桥底层道路暂不具备开放条件，沿
途的高架桥上下匝道都还封闭着。起点和终点的
上下桥处设置3米限高架，全天禁止货车和中大型
客车驶入。记者从上三环路凤凰立交开始计时，经
凤凰山高架桥到达天回镇金芙蓉大道，耗时不到
5分钟，而之前同样的终点和起点需要绕行泉水
路，至少多花10分钟。在金芙蓉大道天丰路口，则
是凤凰山高架桥往三环路方向的入口，标识标牌
非常清晰，绿色箭头亮灯表示可以通行。

三环至中环段预计五一前后通车

凤凰山高架桥剩余部分何时通车？城投集
团兴西华公司副总经理邵晓峰表示，三环路至
金芙蓉大道段底层道路计划与利民路（人民北
路东侧规划路）同步建成开放。利民路计划3月
底全线完工，形成通车能力。正式通车后可通过
大天路、利民路、凤凰山高架桥底层道路直达三
环路外侧辅道进行交通转换。

而凤凰山高架桥主线高架三环路至中环路
区段尚在建设之中，预计今年五一前后实现主
线高架桥通车。届时可进行中环路至三环路（凤
凰山立交节点）、三环路（凤凰山立交节点）至金
芙蓉大道的交通转换。力争年底全线通车。

配套快速公交预计6月底开通

凤凰山高架桥不仅是社会车辆快速路，也是
快速公交通道。成都商报记者在已通车的凤凰山
高架桥上看到，3座快速公交站台已成型。

据了解，快速公交在凤凰山高架桥上拟设5个
站点，地面拟设2对站点，分别为升仙湖、中环路、
三环外侧、凤凰山二线、东风渠北侧、金凤凰大道
终点、金芙蓉大道绕城内侧站。该快速公交站均采
用二环快速公交模式，设置专门的BRT人行天桥，
设置了站厅层，通过闸机进入站台。预计今年6月
底凤凰山高架桥BRT快速公交开通运行。

极大缓解城北片区交通拥堵

凤凰山高架桥是成都中心城区“三环十六
射”快速路网体系中的一条放射性快速路。三环
路至金芙蓉大道段高架桥开通后，在北星大道、
川陕路之间的区域内形成一条联系主城区与新
都片区的快速通道，极大地缓解城北片区的交
通拥堵，提升改善城北片区的交通承载力，对附
近居民交通出行带来极大便利，带动区域城乡
经济的统筹全面发展。

同时，高架桥开通后将极大缓解北星大道
的交通压力，为下一步成德大道快速道路的开
工建设创造有利条件。

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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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成果转化
积极性更高
成都商报记者再获两会提问机会 万钢答记者问多次“以成都为例”

发布会现场
万钢多次举例提到成都

记者注意到，在这场新闻发布会上，万钢在
多次举例中主动提及“成都”。

有记者问到台湾青年到大陆创新创业的问
题。在回答问题时，万钢主动提到了成都。他说，
自己去年参观、考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不下
10次，特别是在广东、福建、上海、北京、成都，都
看到了台湾青年的创新创业团队。他表示，台湾
青年在大陆创新创业有很大的空间，欢迎台湾青
年来大陆创新创业。

在回答“高新区和自主创新示范区发展情
况”的提问时，万钢表示，目前经国务院批准成立
的国家高新区共146家，依托实力较强的国家高
新区建设的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17家。万钢说，

“十二五”期间国家高新区营业收入保持了年均
17%的增长速度，高新区已经成为“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的重要载体和主要阵地。尤其是，17个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对他们所在的区域经济发展
发挥了巨大的辐射带动作用。“武汉东湖、湖南长
株潭、四川成都，这几年主要经济指标一直保持
在30%左右的增速。”

在发布会结束后，万钢还专门对四川“军民
融合”试点进行了评价。他说，四川省是军民融合
的重点，他支持四川成为军民融合的示范区。

谈人工智能
创新发展规划即将出台

据新华社电 十二届全国人
大五次会议12日上午9时举行第
三次全体会议，听取最高人民法
院院长周强关于最高人民法院
工作的报告，听取最高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曹建明关于最高人民

检察院工作的报告；全体会议
后，召开主席团第二次会议。下
午举行代表团全体会议，审议民
法总则草案修改稿、关于十三届
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
的决定草案修改稿、香港特别行

政区选举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的办法草案修改稿、澳门特别行
政区选举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的办法草案修改稿和最高人民
法院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
工作报告。

今日听取审议“两高”报告

5分钟到天回镇
去新都可以走凤凰山高架桥了
凤凰山高架桥三环外区段（三环路-金芙蓉大道段）昨日通车试运行

凤凰山高架桥于2014年11月开工，历时两
年多终于迎来首个通车路段，克服了许多困
难。中国水电七局凤凰山高架桥项目总经济师
彭闵敏介绍说，他们项目负责2标段，是从三环
路开始的3公里道路。因为要经过油库，其周围
20米施工不能动用机械，只能用人工。

100多名工人每天24小时不间断地轮换施
工，30多米深的桩基，只能一层一层地挖。当时
正值夏天，工人们汗流浃背，衣服全部打湿，以
至于个别工人出现了中暑的情况。正常情况
下，使用旋挖钻机挖只用1天时间，这个部分的
总工期不超过10天。但全靠人工，则辛勤劳动
了近3个月才挖完。40多米的超长桩也全靠人
工，一般机械是无法施工的。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部分路段全靠人工
上百人24小时轮换施工

俯瞰凤凰山高架桥三环外区段 摄影记者 张直

成都力量在藏区
“甘孜现在好多手术都能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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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拦部姐”赵倩提问 图据中国人大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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