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广告许可证 5101034000118 邮编 610017 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59号 今日零售价每份1元 广告热线 86510016 发行投递服务热线 86740011 商报服务热线 86613333 商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 86753210 总编电子邮箱 cdsbzongbian@163.com
编委办 86510190 要闻部 86510224 经济新闻部 86789546 证劵新闻部 86510725 文化新闻部 86616764 体育新闻部 86513274 房地产事业部 86611300 新闻中心 86789342 广告部 86787449 今日8版

今日市区 小雨 8.1℃~15.6℃ 北风1~3级
商报电子版www.cdsb.com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73 成都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成都商报社出版 第7957期 总编辑 陈海泉 值班副总编辑 李若锋

2017年3月18日 星期六
农历丁酉年二月廿一

为何要去上海进行试验？西南交通大学
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发团队有关专
家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上海浦东临港磁悬浮
试验基地是最早进行磁悬浮试验的地方，有
一条1.7公里的试验线，可对列车进行不同
条件下的试验。比如不同的重量条件（空车、
载重或最大重量），故障情况下的模拟，还有
转弯和上坡的验证。他同时透露，今年6月，
研发团队还将完成一整列（3辆编组）面向成
都市运用需求的二代磁悬浮车设计。预计
2018年5月底完成工程化列车样车的制造。

在试验成功后，则需要在示范线上进
行运用，看看二代车到底有什么特点。根据
全市整个轨道交通的布局，成洛磁悬浮示范
线纳入研究，“示范线大概12公里长”，该专
家说。示范线运用成功，系统如果确实可靠
实用，则可以规划更长的线路进行运营。他
表示，由于磁悬浮列车的运载能力不如地
铁，不太适合客流密集的区域，比如市中心。

“从现在来看，适合从市中心往外的放射性
路线，联通城市、郊区和卫星城镇”。因此，成
都到德阳磁悬浮城际线纳入了研究论证范
围。昨日，市建委相关人士也向成都商报记
者证实，磁悬浮成洛示范线和成德线正在研
究之中。

昨日，市民政局官网中的一份公示显示，
成都拟将绕城路命名为四环路、成环路命名为
五环路、二绕命名为六环路。这意味着，成都即
将拥有六条以数字命名的正式环路。目前拟命
名方案已在成都民政局网和成都区划地名网
（www.cddmw.gov.cn）上进行公示，时间3月
17日—3月23日，公示期7天，市民可通过电话
028-61888703，邮 箱 ：qhdmc86697731@
126.com反馈意见或建议。

昨日，成都市教育局公布了
《成都市2017年高中学校统一招
生考试工作实施规定》，以及中考
加分政策和指标到校生政策。今
年成都中考仍在6月13、14日进行，
升学成绩满分700分，其中，与去年
相比，英语听力的分数增加5分，分
值为30分，笔试部分占70分。

市级统分指标生、区域调剂
指标生均须参加中考，中考升学
成绩（不含特征加分）不低于中心
城区省二级以上示范性普通高中
填报志愿指导线下10分方可录
取。从2018年起，市级统分指标
生、区域调剂指标生中考升学成
绩（不含特征加分），不低于中心
城区省二级以上示范性普通高中
填报志愿指导线方可录取。

学科类竞赛获奖
均不享受加分

今年中考全市统一考试时间，
统一命制中考试题，统一制定参考
答案和评分标准，统一考试，统一
阅卷，统一公布中考成绩。简阳市
考生因教材体系差异，采用单独的
考试科目、试题及计分办法。

初中毕业生中考考试科目共
设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
体育六科。其中，体育考试在九年
级下期四月底以前单独进行，满
分50分。九年级结束时，语文、数

学、英语、物理、化学五科的毕业
考试与升学考试一并进行。考试
时间为6月13日语文、物理和化
学，6月14日数学和英语。英语的
A卷中有听力考试，其中，听力考
试部分占30分，笔试部分占70分。

今年中考加降分政策较去年
并无大的变化，分为身份类加分、
素质教育类加分和过程评价类
加、降分。所有学科类竞赛获奖均
不享受加分。

明年起指标到校生
成绩要求将提高

成都今年仍将省二级以上示
范 性 普 通 高 中 统 招 生 计 划 的
50%，作为指标到校生名额均衡
分配到服务区内的所有初中学
校。按照指标的分配范围，分为市
级统分指标、区域指标、区域调剂
指标等。

市级统分指标生、区域调剂
指标生均须参加中考，中考升学
成绩（不含特征加分）不低于中心
城区省二级以上示范性普通高中
填报志愿指导线下10分方可录
取。从2018年起，市级统分指标
生、区域调剂指标生中考升学成
绩（不含特征加分），不低于中心
城区省二级以上示范性普通高中
填报志愿指导线方可录取。

成都商报记者 张瑾

在天空翱翔祖国自己的飞机
一直是一代代民航人的梦想，国
产ARJ21飞机去年在成都的运营
首航完成了无数民航人的夙愿、
振奋了民航各界。那么运营首航
近一年来，目前国产ARJ21到底运
营得怎么样？3月17日，在成都航
空公司举行的“四川省总工会国
产民机ARJ21飞机示范运营表彰
大会”上，成都航空公司披露了国
产ARJ21目前的最新运营情况：客
座率高达89%，票价水平57.76%。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在
ARJ21飞机示范运营中，成都航
空公司涌现出了一批刻苦钻研、
甘于奉献、勇于挑战的先进集体
和先进个人，无数成航人的共同
努力才得以让ARJ21飞机示范运
营圆满完成。在3月17日“四川省
总工会国产民机ARJ21飞机示范
运营表彰大会”上，成都航空公司
庄浩刚、李建国、王家兴、薛创业
被授予“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荣
誉称号，党员乘务示范组、ARJ航
线维修中队2个班组被授予“四川
省工人先锋号”荣誉称号。

成都航空公司副董事长、党

委副书记、总经理隋明光在向记
者披露ARJ21运营具体情况时表
示：“目前，公司顺利接收2架
ARJ21飞机，商业运行安全平稳。
自今年2月14日恢复商业运行以
来（75座），ARJ21飞机客座率达
到89%，票价水平57.76%，座公里
收 入 0.543 元 ，小 时 收 入 18990
元。”为国产ARJ21在成都的运营
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ARJ21飞机首批机长、成都
航空副安全总监李建国在接受成
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示范运
营中，很多旅客都有向乘务组反
映，ARJ21乘坐舒适性高，不乏专
门慕名来乘坐ARJ21的旅客。而
一些偶然坐上ARJ21航班的旅
客，当听说这是国产飞机，往往也
会兴奋不已。”据专业人士介绍，
ARJ21国产客机乘坐舒适性不仅
体现在与干线飞机相当或优于其
中某些机型的宽座椅、大排距、宽
过道、高天花板的先进客舱布置，
还体现在符合工程心理学原理。
诸多因素成就了优越乘坐品质性
能，因此受到旅客欢迎。

成都商报记者 刘久林

绕城高速拟称：四环
成环路拟称：五环
“二绕”拟称：六环

成都将迎“六环时代”

成都坐磁悬浮

悬浮架是磁悬浮列车的重要组
成部分，西南交大团队自主创新研
发的二代悬浮架，起到了显著减小
车-线耦合振动的作用，有利于提
升磁悬浮列车系统的可靠性。

记者注意到，一代悬浮架是方
形，二代是工字形。“这种改变可改
善车和轨道间作用力和受力状况”，
研发团队有关专家介绍说，速度提
高后，需要更大的动力，工字形可以
适应这种需要。

他还表示，同等条件下二代车
悬浮调整耗能不到一代车的50%，
激起的振动却低30%。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西南交通大学牵引动力国家重

点实验室供图

快了
昨日，核心技术的研发者——西南交

通大学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研发团队
又带来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二代中低
速磁悬浮列车将于3月31日运抵上海，预计
4月完成70—120公里/小时试验。今年6月，
研发团队还将完成一整列（3辆编组）面向
成都市运用需求的二代磁悬浮车设计。同
时，市建委相关人士表示，磁悬浮成洛示范
线和成德线正在研究之中。

研发团队有关专家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中低速磁悬浮列
车的单向最大运能约为2.5万
人/小时，大大低于地铁的6万
—8万人，以及轻轨的2.5万—5
万人。但中低速磁悬浮列车转
弯半径小，爬坡能力也更强，每
前进1000米能爬升70米，而地
铁和轻轨只能爬升30米。

此外，磁悬浮列车具有静
音、零排放、低造价等突出优
点。相对于地铁建设每公里7亿
元的造价，中低速磁悬浮公共
铁路每公里的造价只有2亿—
2.5亿元，只有地铁的三分之一
左右。

2015年，第一代中低速磁
悬浮列车在长沙磁悬浮线开
跑，最高运行时速100公里。这
是中国首条拥有完全自主知识
产权的中低速磁悬浮铁路，核
心技术就是来自西南交通大学
磁悬浮实验室研究团队。

“长沙磁悬浮线开跑后，乘
客普遍反映速度可以再快一
点”，研发团队有关专家表示。
而团队此次研发的二代磁悬浮
列车，速度得到了显著提升。

“最大运用速度可达140—160
公里/小时，更加适应市域轨道
交通需求。”

2016年1月，简易平
板功能试验车运到
上海，完成0—70公
里/小时试验。

2017年3月31日，第
二代全要素试验车运
抵上海开展70—120
公里/小时试验验证。

■天府一环路
含益州大道、梓州大道、武汉
路、科学城中路的部分路段，
宽60米，长24公里。
■天府二环路
天府新区规划第二环路，宽
80米，长78.6公里。

成都2017年中招政策出炉

英语听力分数增加5分

在成都营运近1年
国产ARJ21飞机客座率89%

西南交大研发的二代车将赴沪试验
正在研究论证成洛示范线和成德线

试验
完成

验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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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快了
时速140—160公里

更便宜
造价是地铁的三分之一

更稳定
激起的振动低30%

天府新区
也要有一二环

制图 王雪

思路
支撑“双核共兴、一城多市”

成都正按照“独立成市”的标准，
优化完善由都市核心区、卫星城、小
城市、小城镇组成的四级城镇体系，
加快构筑“双核共兴、一城多市”网
络城市群和大都市区发展格局。相
关专家认为，要达到这个目标，一定
需要强大的交通格局来连接。

“在现代城市中，环状的城市形
态仍然是最便于联系起城市各方位
要素的形态，在各个环上，居民能够
快速通勤到城市的各个方位。”西南
财大经济学院副教授刘璐认为，这
些环状道路将会把成都近郊区县规
划的多个新城全部串连起来，也将
是成都城市化进程中的关键一步。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影响
暂不会改变路牌标示

市民政局相关人士透露，上述三
条新增拟命名的环路，是市规划局、
市交委对我市城市环状道路进行梳
理后，报给该局进行命名，“此次拟命
名方案一是为方便以后的城市建设
管理，二是为方便市民的生产生活。”

成环路只是工程名，没有正式名
称，命名是为了市民方便，“这有点像
是以前的中环，原来并不是环路，经
过一段段修建后，才逐渐规划成环
路，不过到现在也还没修完，只有部
分串起来了，这次就是将就它已经串
起的道路，规划成一条环路。”

两条绕城高速成为四环路、六环
路后，公路上的标牌是否会随之改
变？市民政局表示，目前，成都绕城
高速和成都“二绕”高速属于交管部
门的管辖范围，此次拟命名方案暂
不会对路牌的标示构成影响。值得一
提的是，公示显示，天府新区也即将
拥有自己的两条环状道路，分别是24
公里的一环路和78.6公里的二环路。

2018年5月底完
成工程化列车样
车的制造。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
鹏）昨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
主持召开研究推进石墨烯产业
发展专题会，深入分析我市发展
石墨烯产业的优势和存在的问
题、差距，安排部署政产学研用
协同创新有关工作，加快推动石
墨烯产业做强做优做大。

会上，市科技局、市经信委
就国内石墨烯技术研究进展、成
果转化及我市产业发展情况作
了汇报。夏和生、周祚万、吴孟
强、龙剑平、魏志凯等8位在蓉科
研院所专家、企业代表围绕我市
石墨烯产业发展优势、短板踊跃
发言并积极建言献策。罗强感谢
大家提出的宝贵建议，他说，石墨
烯在电子信息、航空航天、新能
源、新材料等众多领域有着广阔
的应用前景，是典型的高端成长
型产业，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
对此高度重视。我市大力发展石
墨烯产业，具备研发实力强、产业
基础好等基础条件，但也存在规
模较小、产业化程度低、领军人才
缺乏等问题。要坚持以突出问题
为导向、以终端需求为牵引，抢抓
机遇、聚焦聚力，着力推动石墨烯
产业在发展应用上取得新突破，
实现更大价值。

罗强强调，要对标先进城

市，抓紧研究制定符合我市实际
的石墨烯产业规划，出台相应政
策。要聚焦聚力、攻坚克难，充分
发挥石墨烯应用优势，推动电子
信息、汽车制造等优势更好发
展，在治理机动车尾气污染等社
会痛点过程中发挥更大价值。要
整合各类资源，打造石墨烯装备
制造、产品生产、下游应用的完
整产业链。要建好产业园区，鼓
励企业加快专利成果转化，积极
开展以商招商、招大引强，实现
集聚发展。要整合用好我市人才
新政，加快引进国内外优秀研发
人才团队来蓉发展，构筑石墨烯
产业人才高地。要支持新产品推
广应用，加快培育重点企业，积
极为石墨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搭建企业融资、产品推广对接平
台。要加强市场信息互联互通，
引导良好发展预期，鼓励各类社
会资本进入石墨烯产业领域。要
加强行业管理和政务服务，积极
发挥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社会
组织优势，深化“放管服”改革，
务实共促石墨烯产业更好发展。

市委常委谢瑞武，市政协副
主席、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主任
杨林兴，市长助理韩春林，市政
府秘书长张正红参加会议。

相关报道见02版

深入推进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
做强做优做大石墨烯产业

罗强主持召开研究推进石墨烯产业发展专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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