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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宜攀沿江高速总里程为
451公里，主线起点顺接G4216成
丽 高 速 仁 寿 经 沐 川 至 新 市 段
（即“仁沐新高速”），经宜宾新
市镇，进入凉山州雷波、金阳、
宁南、会理、会东等县，止于攀
枝花市东侧G5京昆高速金江枢
纽互通，对接G4216成丽高速攀
枝花至丽江段。

据了解，宜攀沿江高速投资
签约后，计划于今年9月开工，建
设期5年，预计2022年建成通车。
该高速拟采用设计速度80公里/
小时、双向4车道。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
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宜攀沿江
高速穿越金沙江大峡谷，建设难
度极大。预计隧道占比50%以上，
桥梁占比30%以上，而且地质条
件复杂、环境脆弱。

2016年，经四川省政府同意，
宜攀沿江高速采用“BOT+政府
补助”的PPP模式建设，分为宜宾
屏山新市至凉山金阳段、凉山金
阳至凉山宁南段、凉山宁南至攀
枝花段三段来建。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该高
速总投资约826亿元，平均每公里
造价约1.83亿元，是国内高速公
路建设史上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
项目。投资人是四川省交投集团
川高公司（牵头方）和省铁投集团
（成员方）组成的联合体。

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省交通
运输厅了解到，G4216成都至丽
江高速公路起点与成自泸高速共
线，路线经遂资眉高速共线段后，
依次接仁沐新段、宜攀段、丽攀
段，到达丽江。

目前，成丽高速仁沐新段已
全线开工，其仁井试验段也于
2016年12月30日正式通车，全线
建成通车时间将早于宜攀段。而
丽攀段四川境内已建成，云南境
内在建，也将早于宜攀段建成。宜
攀段是成丽高速最后开工的路
段。这就意味着，5年后宜攀沿江
高速建成通车，成丽高速便全线
通车了！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宜攀沿江高速列入了
长江经济带综合立体交通走廊
规划，是成都通往攀西经济区、
贯通南亚、通江达海的重要出川
大通道，也是服务乌蒙山区、大
小凉山彝区脱贫奔康的重要扶贫
大通道。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本届创交会 交易额超240亿
2017成都全球创新创业交易会昨落幕 交易金额较上届高出80亿元

成丽高速宜攀段投资签约
计划今年9月开工

成丽高速预计
5年后全线通车

作为G4216成都至丽江高
速公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宜宾
新市至攀枝花沿江高速公路
（成丽高速宜攀段）昨日投资
签约，项目投资人为四川省交
投集团川高公司和省铁投集
团组成的联合体。

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省
交通运输厅了解到，这条贯穿
凉山、宜宾、攀枝花三大市州
的高速公路计划于今年9月开
工，是成丽高速最后开工的路
段，预计2022年建成通车。

制图 杨培央

宜攀沿江高速
走向示意图

■47个国家、58
个友城和友好合作关
系城市参与

■ 4 名诺奖得
主、20名中外知名院
士、53位全球知名高
校负责人，共1200余
嘉宾出席

■600余家知名
企业和机构集中展示
了前沿科技产品，
150多家创投机构参
加了项目路演和成果
分享，200余家知名
企业、高校院所开展
了人才招聘对接

■ 预 计 超 过
12.5万人次的社会
观众……

车流静止的街口车流静止的街口，，他扶着老人慢慢他扶着老人慢慢、、慢慢走过慢慢走过

警车拦路警车拦路
动人一扶动人一扶

双简路限速每小时80公里，“车多，
开得也快。”当时机动车直行已亮绿灯，
而老大爷正在过马路，走路不太利索，
还没走到路中间。

李抗过去搀扶老人，“一开始想快点
把老人送到对面，我几乎拖着他在走。”
但听到老人喊“脚疼”后，他的脚步慢了
下来，小心翼翼地扶着老人过了街。

担心老人家被挂倒，一波车流过去
后，趁着路口车少，李抗将警车横停在
对面车道的斑马线上，随后下车示意来
往车辆停下。

把警车紧急停在路中间后，身着
警服的李抗指挥过路的车辆先停下，
接着奔向视频外的另一个方向，9秒后
他扶着一位老人，安全地通过斑马线
过马路……这段长约55秒的小视频在
10日下午被上传网络后，两天的时间
内播放量近50万，并在微博上引发网
友点赞：“很暖心”“满满的正能量
……”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官方微博赞
其为“最暖心警车”。

李抗是天府新区公安分局太平派
出所教导员，从警26年了。“当时没多
想”，谈起当天的事情，他表示：“看到
机动车通行的绿灯已亮，老人家还在
缓慢过马路，就是担心他出事。”

昨日傍晚，记者在距太平派出所
不远的同心村找到了当事老人刘成
武，他正在地里照料丝瓜。七八米长的
泥巴路，刘大爷走了近4分钟。

“我记得，那天有个警察扶我过马
路，要谢谢他。”刘大爷说，自己当天是
去镇上赶场了，早上8点过出门，中午12
点过回家。“回来时过马路，警察过来扶
了我。”他回忆，警察还叮嘱他“以后过
马路绿灯才能走，红灯过不得”。

刘大爷今年85岁，有两儿两女。
从家里去赶场的地方要走约1个小
时，问及为何要去赶场，老人说：“我
要去，自己去买想买的东西。”

刘大爷有两儿两女。“平时我们
都喊他不要跑了，他不听。”刘大爷的
大儿子说，几天前，刘大爷又独自赶
场，“高血压犯了，摔倒撞了头。”

警方提示，过马路一定要走斑马
线、看红绿灯，遵守交通规则，老人最
好在家人陪同下出行。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找到了视频
中的警员——李抗，他是天府新区公
安分局太平派出所教导员。回忆起当
时的情景，李抗直说“危险”。他告诉
记者，当时机动车直行已亮绿灯，而
自己正等待左转。就在这时，李抗看
到一个老大爷，“正在过马路，走路不
利索，还没走到路中间。”

李抗说，双简路是三岔快速旅游通
道，限速80公里/时，“车多，开得也快。”
担心老人被挂倒，一波车流过去后，李
抗紧急左转将警车停在斑马线上，随后
下车示意来往车辆停下，便过去扶老
人过街。“一开始想快点把老人送到马
路对面，我几乎是拖着他在走。”李抗
说，但听到老人喊“脚疼”后，他的脚步
慢了下来，小心翼翼地将老人搀扶到
对面，然后他赶忙回去开走警车。

“我当时没多想。”从警26年的
李抗说。他的举动也获得天府新区
公安分局的认可，“我们认为，他当
时的紧急处置是合理的。”

10日下午开始，一则长约55秒的
视频被网友们“围观”，视频来源于一
处位于双简路奋进小区路口的监控，
拍摄时间为当天中午12:30。

视频开始时，一辆大货车快速往
前方驶离，一辆警车左转进入视线
中，接着横停在对向车道的斑马线
上。一名警员下车朝路两侧挥手，示
意来往车辆停下，并跑向路的另一
边。警车后方的车辆次第停下等候，9
秒钟后，警员再次进入监控画面，他
的身边多了一位步履蹒跚的老人，老
人打着一把伞，警员在旁边扶着他，
花了半分钟走到了路的另一端。

视频一经上传就引来网友的转
发和点赞，“很暖心”“社会正能量”

“这是一座有爱的城市”，也有网友
给停在路口的其他司机点赞；公安
部刑事侦查局官方微博转发了这则
视频，并赞其为“最暖心警车”。成都
商报记者注意到，不到两天，该视频
被播放了接近50万次。

55秒视频
近50万次播放
网友点赞“有爱”

民警
车多，开得也快
担心老人被挂倒

老人
85岁，仍爱出门

“谢谢那个警察扶我”

扶大爷过马路的民警李抗
摄影记者 王效

警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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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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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为期3天的2017成都全球创新创
业交易会昨日落下帷幕。记者从昨日
下午举行的创交会成果发布会上了
解到，此次创交会项目交易再创新
高，交易金额突破240.25亿元。这一
数字，较上一届创交会的160亿元交
易额高出了80亿元。

举办5场交易会
促成240亿元交易额

据成都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马
良乾介绍，本届创交会，各类交易成
交总金额240.25亿元。

其中，举办创新与投资对接、科
技成果交易等4个专场交易会。4场交
易会吸引11000余名海内外投资者和
创业者，2853个项目参加技术交易，
初步统计成交额达83.6亿元，较上届
增长35.5%。

股权投资交易会则推动了金融
资本与双创项目有效对接，签约交易
金额达到156.65亿元，授信金额3600
亿元。

此外，会上还有一系列项目签
约、启动，或入驻。例如，“中国-欧洲
中心”（ICON云端）启动运行；郫都

区国家双创示范基地知识产权转移
转化平台签约建设；中关村芯园、中
关村领创金融等中关村优质孵化项
目首次签约入驻中关村领创·成都创
新中心；中国中医药成果转化基地、
中医药制剂创智中心落地温江。

在“2017西部金融论坛”上，成都
市与渤海银行、中信证券等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成都工投、金控、交投
等公司与金融机构签署合作协议。

马良乾表示，未来两天，创交会
还将后续举办外籍人才招聘会、人才
交易会，8家世界500强企业、多家本
地高端企业及高校科研团队参加，计
划招聘6978个职位，预计将有超过2
万人到现场咨询、应聘。

国际合作再升级
“中国-欧洲中心”启用

据马良乾介绍，创交会上还紧扣
“一带一路”战略，进一步加强了同
“一带一路”国家的深度双向合作。

丹麦霍森斯、澳大利亚黄金海岸
等首批城市签约入驻“一带一路”交
往中心。10余家欧洲政府机构、英国
剑桥大学创新中心等6家研究机构确

定入驻“中国-欧洲中心”，共同打造
中欧创新合作综合服务平台。

在“国际友城市长创新论坛”和
第8届东亚地方政府会议上，成都与
泰国曼谷、西班牙瓦伦西亚等5个城
市缔结了友好合作关系，成都的友城
增至82个。

此外，会上还倡议发起并成立国
际创业孵化联盟。成都高新区与法国
索菲亚、以色列海法马塔姆、北京中
关村等发起成立了“世界一流科技园
区联盟”，促进全球资本、人才、技术
务实合作。

“全球独角兽创交峰会”、“第二
届VR&AR国际峰会”、“蓉欧+”战略
合作对话及中美、中英、中意和芬兰
等专场活动也纷纷举办。

全球顶级企业带来
8100项前沿科技产品

2017创交会展览，也是亮点纷
呈。据了解，展览期间，通用电气、西
门子等全球顶级企业、机构、团体展
示了8100项前沿科技产品，大批“高
精尖”技术和产品首次亮相。

紧转02版

据新华社电 记者12日在国
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发布会上获
悉：美国认识到中国“一带一路”
倡议的重要性，将派代表参加5月
14日至15日在北京举行的“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当日表

示，中国“一带一路”的倡议是开
放的、包容的，我们欢迎所有国家
参加，也欢迎美国参与，而且期待
这种合作能够取得有利于两国人
民福祉、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
新成就。

有外媒问美方派代表团参加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是否为双方
贸易谈判的一部分，对此朱光耀强
调说，中美经济合作百日计划是一
个合作的计划、行动的计划，互利
共赢的计划。双方所反映的诉求
是平衡的，绝对不是一方对另一
方提出的让利清单或政策诉求。

美国将派代表参加“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
文）昨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传
达贯彻省委书记王东明在蓉调研
和在成都平原经济区工作座谈会
上重要讲话精神，研究部署我市
当前经济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范锐平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
副书记、市长罗强，市委副书记朱
志宏，市委常委吴凯、王波、谢瑞
武、王川红、廖仁松、苟正礼、田
蓉、左正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于伟，市政协主席唐川平列
席会议。

会议指出，在成都开启建设
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
城市新征程之际，王东明书记到
成都调研，充分体现了对我市工
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王东
明书记在成都平原经济区工作座
谈会上的讲话，深入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特别
是在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
议四川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对于成都更有力地落实省
委“三大发展战略”、推动成都平
原经济区协同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
贯彻王东明书记讲话精神，结合
贯彻落实市第十三次党代会部
署，勇挑重担、自我加压，抢抓机
遇、埋头苦干，在加快建设美丽繁
荣和谐四川进程中发挥更大作
用、作出新的贡献。一要坚持把发

展作为第一要务，进一步提升产
业发展水平，巩固经济回升向好
势头。二要深化农业农村改革，以
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
线，构筑都市现代农业新高地。三
要加强创新供给能力建设，全力
抓好全面创新改革各项任务，促
进经济增长新动能加快形成。四
要精心谋划推进自贸试验区建
设，加快复制推广前两批自贸试
验区改革经验，加强面向西南地
区、面向市场主体的沟通衔接，推
进平台和团队建设，深入研究并
努力塑造自身特色和核心竞争
力。五要加快推进西部金融中心
建设，强化金融中心功能支撑，大
力发展新型金融业态，更好服务
实体经济发展。六要强化首位城
市担当，提高政治站位，把握区
域经济发展规律，主动为全省工
作大局服务，充分发挥带头带动
引领示范辐射作用，推动成都平
原经济区协同发展。七要贯彻绿
色发展理念，系统推进“三治一
增”，加快实施重大生态工程，建
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八要高位
推进城乡扶贫开发，深入开展对
口支援工作，加快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进程。会议强调，全市各级
各部门要层层压实责任、传导压
力，推动中央和省委、市委各项
部署落地落实，以优异成绩迎接
党的十九大和省第十一次党代
会胜利召开。 紧转02版

强化首位城市担当
精心谋划推进自贸区建设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 范锐平主持会议并讲话

02

2017“一带一路”中欧（成都）创新合作峰会举行

沙祖康：成都是世界的成都
《蓉漂创业指数大数据报告》出炉

京渝沪深来的“蓉漂”多
03

成都诗词大会——历代名人咏成都·全国书法大展

38件获奖作品出炉
T01~T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