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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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新闻部86753511 经济新闻部86789546 文体新闻部86616764 新闻中心86789342 广告部86787449 运动成都周刊 T01~T04 今日16版

今日市区 多云 9℃~14℃ 南风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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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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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21期 总编辑 陈海泉 值班副总编辑 李若锋

2017年12月7日 星期四
农历丁酉年十月二十

昨日早上8：50，成都地铁7号线外环
方向的列车驶出金沙博物馆站，站台上、
列车内的人都显得十分兴奋：7号线正式
开通了！7号线是成都首条地铁环线，它的
开通，标志着成都市轨道交通骨干网的正
式建成。

坐地铁比开车能快多少？昨日，成都
商报记者全程体验首发外环线列车，一圈
用时69分钟，比同一时段在地面交通开车
一圈少用37分钟。而据记者昨日晚高峰时
段在各主要换乘站点的观察，7号线的首
个晚高峰平稳度过。

外环首趟车一圈跑了69分钟

8：36，地铁7号线各车站大门打开，迎
来第一批客流。8：50，首趟车从金沙博物
馆站缓缓驶出。

8：52，列车停靠首个车站文化宫站。
这也是7号线与4号线的一个换乘站。

9：01，首发车来到太平园站，在此，7
号线与3号线、10号线交汇，市民可换乘3
号线经春熙路去往城东北方向。

9：09，列车经过与1号线换乘的火车
南站。9：24，到达与2号线换乘的成都东客
站。此后，列车继续逆时针行驶，先后经过
与4号线、3号线、1号线、2号线分别再次换
乘的站点：槐树店站、驷马桥站、火车北
站、一品天下站。

记者注意到，行车过程中，7号线列车

车门上方的显示屏添加了服务性内容，列
车到站时，可以看到自己所在车厢的位
置、到达站点出站手扶电梯、直升电梯，以
及卫生间在哪个出口的信息。

外环首趟列车，在9：59回到金沙博物
馆站，全程用时约69分钟。

开车要比地铁多花37分钟

几乎与首发列车同时，成都商报记者
驱车与地铁7号线做了一场地上和地下的
速度对比。昨日上午9时，记者驱车从中环
路青羊大道段金沙博物馆站出发，模拟地
铁7号线外环线路行驶。

10：46，记者在地铁“头顶上”绕一圈回
到出发点，用时106分钟，这个时间比地铁
外环线跑一圈用时多了37分钟！需要提醒
的是，上午9时至11时，地面交通早高峰已
经过了最拥堵的时间段，可想而知，在早晚
高峰时段，地铁出行要比乘车更为省时。

据记者6日晚高峰期间在7号线几个
主要换乘站点火车南站、火车北站、成都
东客站的观察，经受第一个出行高峰的7
号线客流压力并不是特别大。略有压力的
是7号线与1号线的城南换乘站——火车
南站，17：45左右，站内客流量较大。不少
乘客不明白该乘坐内环还是外环的列车，
车站工作人员及时做了指引。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实习记者 林
聪 实习生 陈星宇 向莲君 摄影 张士博

西成高铁来了
天堑贯通
蜀道不难

西成高铁的全线贯通，让经济总量1.7万亿的重庆、1.2万
亿的成都、6000余亿的西安实现了更加紧密的互联互通，
“西部黄金三角”从概念走向现实，我国西部由此迈入“城市集
群”发展新阶段。

开通
西 成 高 铁

地 铁 7 号 线

6日8时22分，随着西安至成都的首趟
动车组列车——D4251次列车缓缓驶出西
安北站，西安至成都高铁正式开通运营，
千年来阻隔我国西北西南的秦岭天堑被
贯通，蜀道难成为历史。

8时45分，成都至西安的首发列车
——D4252次列车也满载着1226名旅客，
从成都东站19站台鸣笛出发，一路向北
驶去。

肉夹馍的香气和川剧的余音让列车布
满了川陕两地的气息。但让这种气息更浓
的，是列车上坐着来自川陕两地的旅客。

他们中，有频繁来往川陕两地的成都
企业负责人，有儿子在成都读书发展的陕
西妈妈，有来四川自贸区考察交流的陕西
地方政府公务员，也有醉心成都美景终于
圆梦的普通西安市民。他们的生活方式，
正在被这条刚开通的高铁所改变。

西成高铁全长658公里，运营时速达
250公里，是我国第一条穿越秦岭的高速
铁路，也被称为“中国最穿越高铁”。

西成高铁自陕西省西安市引出，向南
经陕西省安康市、汉中市，至四川省广元
市、绵阳市，在江油站与已建成的成绵乐
铁路相连，抵达成都市。

西成高铁设西安北、阿房宫、鄠邑、佛
坪、洋县西、城固北、汉中、宁强南、朝天、广
元、剑门关、青川、江油北、江油等14个车
站。开通初期，将安排动车组列车19对，西
安至成都的最短旅行时间压缩至4小时7
分。年底实施新的列车运行图后，将安排动
车组列车62对，两地间最短旅行时间将压
缩至3小时27分。

专家认为，西成高铁的全线贯通进一
步完善了我国西部高铁网络，成都、重庆、
西安三城之间的铁路行程被缩短到1至5
小时。至此，经济总量1.7万亿的重庆、1.2
万亿的成都、6000余亿的西安实现了更加
紧密的互联互通，“西部黄金三角”从概念
走向现实，我国西部由此迈入“城市集群”
发展新阶段。

据新华社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作为过节耍成都的重磅活动之一，西
城高铁商报专列“我为成都请客人”活动
也在昨日完美收官。

活动启动前6个小时，就收到超过
2000人报名，5921名用户参与摇号排序，
上千名幸运用户乘坐商报专列，往成都，
往广元，往西安，往心之所向。

我们见证了一位想给在西安的女儿
订票让她回家看看的母亲；我们见证了想
带爷爷逛逛成都的孙子；我们见证了想找
回丢失爱情的女孩。5921个故事，5921段
人生，都因为此次西成高铁商报专列而展
现在更多人面前。

首发当天，我们的上千名乘客中，有
在襁褓中嗷嗷待哺的15天婴儿，有30多年
没回到故土的89岁老人。有喜悦，回归故
土，有朋远方来；有感慨，近乡情怯，沧海
已桑田。老老小小，既是对跨越千年蜀道
的见证，也是我们服务用户的见证。

成都商报能做的，是陪您见证，为您
记录，伴您同行。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西成高铁
商报专列
完美收官

期待更多朋友来耍成都

据新华社电 俄罗斯总统普京6日在下诺夫哥罗德说，他将参加
定于2018年举行的俄总统选举。

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本月访华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6日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

请，韩国总统文在寅将于12月13日至16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普京将参加2018年俄总统选举

地铁7号线来了
“环”游成都
轨交成网

地铁7号线的正式开通试运营，让成都有了第一条地铁
环线，这条环线与先期开通的1号、2号、3号、4号线各交汇两
次，与地铁10号线在太平园站连接，并把成都站、成都东客
站、成都南站一线相连，真正把成都地铁织成了一张网。

成都交通迈入
内联外通新时代

□蓉平

首发列车上有一批特殊的乘客——
金苹果爱弥儿幼稚园老师带队的20位小
朋友。这20名小朋友，是地铁建设方特意
邀请来的。2016年4月，成都商报曾连续推
出新闻，报道金苹果爱弥儿幼稚园的小朋
友为了能让刚刚孵化出的小鸟顺利生存，
与地铁建设方中铁六局联系，希望能让施
工缓期几天，待小鸟顺利成长。施工单位
感佩于幼儿园小朋友对生命的尊重，答应
请求，缓期四天打围施工。

上个月，第二十七届中国新闻奖评选
结果揭晓，《缓工四天，待鸟起飞》系列报
道，获国际传播类三等奖。“我觉得这个事
情之所以会广为传播，核心就是孩子们和
地铁建设者对小鸟、对生命的尊重，体现
了成都这座城市里的人们的爱心。”曾老
师评价道。

昨日早上8：30，成都市交委的一位负责人将7号线
的首发车钥匙一位地铁司机手里。当然，这不是一位普
通的地铁司机，她名叫肖芳，是全国首名90后藏族地铁
女司机，曾荣获四川省劳动模范称号。而昨天，她和丈
夫罗新宇各自执掌7号线内外环的首发车。

首发车·乘客
20位护鸟小朋友受邀乘车

首发车·司机
夫妻俩执掌内外环首发车

线网优化 1、2、3号线延时收车

接驳7号线 新开12条公交线路

西成高铁开通特刊 09~12

03

6日，西成高铁成都至西安首发D4252次列车前，熊猫人偶来合影 摄影记者 刘海韵

2017年12月6日，注定是成
都交通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
页。早上8点45分，首趟由成都
开往西安的高铁从成都东站出
发，将成都与西安之间的重峦叠
嶂，压缩为4个小时的高铁车程。
早上8点50分，地铁7号线首班
列车从金沙博物馆站出发，成都
首条环形地铁线路正式启用，成
都地铁线网结构初步形成。

一个是对外交通大动脉打
通，一个是市内轨道小血管成
网，成都内外联动的大交通时代
正呼啸而来。

两条线路，将如何影响成都？
连落两子，意在一个“变”字。

首先带来了成都人的出行之
变。秦巴山脉形成的天然屏障，将
天府之国与中原大地分隔。千年
出川史，就是一部川人破除盆地
桎梏、与“蜀道难”抗争的命运史。
如今开通的西成高铁，4小时车
程，把“早吃泡馍午吃火锅”从遥
不可及的想象变为高铁时代的现
实。出行之变，也体现在市内出行
的变化。作为成都首条环形地铁
线，7号线串联起东西南北既有线
路。当地铁线不再是孤零零的一
条条直线，而是由多条直线交叉
纽结，形成新的节点、站点，才能
形成真正的交通枢纽，出行的便
利方才达到了最大化。

两条线路，带来的还有成都
交通格局之变。对于成都而言，
西成高铁的开通标志着成都真
正融入国家高速铁路网，实现与
全国高铁节点城市的互联互通，
构建成都至重庆1小时，至武汉、
西安、贵阳、昆明4小时，至京津
冀、长三角、珠三角经济区8小时
的高铁交通圈，将有助于实现构
建“八纵八横”铁路网。成都至此
将全面融入全国高铁版块，推进
形成西部大开发新格局。

市内交通的格局之变，则建
立在已有线网基础上。2013年，地
铁 1 号线和 2 号线组成弯曲的

“十”字形；4号线开通、3号线开
通，中心城区画成“米”字；随着7
号线开通，成都地铁正式成网。目
前，成都 11 条地铁线路同时在
建，建设里程368公里，建设强度
位居全国前列。这样的飞速建设，
是朝着“2022年地铁开通运营里
程达到600公里以上，基本形成
半小时轨道通勤圈”的目标奋进。

两条线路，最终带来的是成都
经济发展格局之变。高铁的迅速发
展，冲击了城市原有的区位格局。
对于成都而言，西成高铁的开通，
激发了成都的内外经济活力，与西
安、重庆两个具有跨省辐射能力的
城市一起，共同构建西部的经济增
长极核。同时，当区位优势不再重
要，成都、西安和重庆也是站在同
一起跑线的竞争伙伴，拼的是流
量。依靠人才流、信息流、资金流、
知识流、物资流等要素资源的流动
带来经济效益，在未来发展中，谁
能控制流量和入口，谁就能赢得发
展主导权，谁就能占领竞争制高
点。谁能提高资源要素集聚使用的
深度、广度、便利度，谁就能引领城
市经济发展新格局。

同样塑造城市经济发展格局
的，还有地铁。按照“中心城区＋
郊区新城”的空间布局和较为前
瞻的顶层交通结构目标，成都全
面推进轨道交通加速成网。原本
的郊区变成市中心，“东进”战略
以地铁为先导，哪里到达了轨道
交通的触角，哪里就有城市发展
的先机。当地铁成网后，回头看地
铁塑造的城市经济，它串起繁华
商圈、生态公园和居住小区，带动
的是城市品质的整体提升。

无论是高铁还是地铁，它们
都被视为现代经济发展和城市扩
张的重要引擎。如今，成都装上了
双引擎，将加速推进全面体现新
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