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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四川篇”
深入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调研”奋力书写新时代新天府高质量答卷

“老师傅”的经验
最难处理“档案砖”一个星期剥离一页

今年52岁的张士兵被同事称作“张师傅”，
1986年，刚刚20岁的张士兵从部队转业回地
方，开始接触档案的抢救、修裱和保护工作，一
做就是32年。

“档案修裱这份工作，不细心不耐心，做不
下来。”张师傅说，档案馆里绝大多数是纸质档
案，随着时间的推延，档案的制成材料均会逐
渐出现磨损、蜕变、脆化等现象。有的档案从清
代流传下来，脆得下手重了就成粉；有的档案
经历地震等自然灾害或者战争，碎成残渣要重
拼；还有的档案因先前修裱技术的滞后，亟待
用新的技术再次修裱。

张师傅和同事们的工作台是特制的玻璃
台，调试按钮后，灯光便能从桌面透出，台子
四方围着一圈细小的水槽，档案修裱多用水
拓和湿拓，工作时离不开水。在真正的档案修
裱前，还要进行检查、描述、拍照等前期准备，
根据档案破损的程度制订不同的修裱方案。
开始后则要去污、选纸、展平、刷浆、上补纸、
上墙等多道程序，遇到复杂的情况需要20多
道工序。

张士兵说，最难处理的是“档案砖”，由于
受潮未经处理，有的档案黏在一起或烂成一
团，粘连成一块厚实的砖头。要从“档案砖”上
揭一页下来，常常需要一周甚至更多的时间。

“老师傅”的心愿
希望更多年轻人传承人工档案修裱技术

上世纪80年代，珍贵档案都藏在山洞里，
成都档案馆的办公地点也在龙泉山的山腰上，
保护技术部的年轻人们都在山上过着工作生
活两点一线的日子。在山中度过青春岁月的张
士兵因此从一张白纸成为保护技术部的资深
师傅。他经手修裱的档案，最大的是目前珍藏
在成都市档案馆的“袁世凯解散国民党”《大总
统布告》，长4.06米，宽1.33米，面积达5.4平方
米，全文共6435字。据考证这是全国唯一，而且
也是迄今发现的文字最多、幅面最大的单份档
案。

即使现在有了机器修裱档案的技术，张士
兵和同事们也没有松懈过人工档案修裱技术。

“机器是快，但对于破损严重的档案修裱效果
不行，还得靠人。”而人工档案修裱技术也并非
一成不变，在摸索中修裱的材料、手段都在变。
张士兵说，这些年开始用无筋面粉做浆来刷浆
拓片，替代了原有的化学制剂，既降低成本又
不长虫，修裱效果比较好。

每年的“国际档案日”时，张士兵和同事们
都要迎接一批新学生，有的是中小学的学生，
有的是大专院校的年轻人。张士兵总是很认真
地讲解、演示和帮助他们操作。“我就要退休
了，想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了解档案，培
养兴趣，希望档案修裱技术能传承下去。”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新津获
悉，位于天府新区南区产业园内的新
筑超铁（内嵌式中低速磁浮系统）综
合试验线正式开工，不同于上海、北
京、长沙已有的传统中低速磁悬浮，
这是悬浮架置于轨道梁内部的全国
首条内嵌式中低速磁悬浮线路。

相较于传统外包式的磁悬浮系
统，内嵌式磁悬浮系统安全性更高，
预留更宽的逃生和维修空间，同时因
为车辆内嵌在轨道梁内部，所以总高

比传统式磁悬浮更低，在需要建设隧
道的情况下隧道建设成本更低。

而此次试验线的建设，将起于
新筑轨道交通装备生产基地厂区东
侧，止于兴物四路与第二绕城高速
交叉口南侧，主要沿兴物四路由南
向北走行，线路全长4500m，可满足
设计速度80-200 km/h。建成后将
是国内线路最长、速度最快、功能最
全的磁浮试验线。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昨日，成都市大数据和电子政
务管理办公室发布了《2018年5月
成都市网络理政平台运行分析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
示，5月网络理政平台共收到群众
来电、来信204291件，对于已办结
的诉求，群众满意率达83.31%。而
从诉求内容上看，住房保障与房地
产、环境污染、市场监管三个方面
诉求量较大，占来电、来信总量的
41.10%。

根据《报告》，5月，网络理政平
台累计访问量276221人次；收到群
众来电、来信204291件。从诉求内容
上看，住房保障与房地产、环境污

染、市场监管三个方面诉求量较大，
占来电、来信总量的41.10%。

其中，住房保障与房地产类
39415件，占受理总量的19.29%，涉
及物业服务、产权交易等方面。环境
污 染 类 23725 件 ，占 受 理 总 量 的
11.61%，涉及噪音污染、大气污染等
方面。市场监管类20847件，占受理
总量的10.20%，涉及商家虚假宣传、
商品质量等方面。

根据《报告》，5月，网络理政平
台共转办工单93999件，办结74259
件，超期141件，群众不满意11619
件，满意率84.35%。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全国首条！
新津迎来内嵌式中低速磁悬浮线路

5月网络理政平台
住房保障与房地产问题成热点

成都生活垃圾实行四分类，废旧电池、废药品有专门的地方丢

蓝绿红黑4个桶
丢的垃圾各不同

年内三成家庭实现垃圾分类丢，2020年底力争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近50名在蓉老外学档案修裱技术 揭开成都档案馆“老师傅”的故事

“我在成都档案馆修档案”
“神奇！”“令人惊叹！”……当张

士兵把一张七零八落的档案粘在纸
上，再完整揭下来时，教室里发出了
一阵惊呼。昨日，第11个“国际档案
日”，“家在成都·档案故事”活动举
办，成都市档案馆来了近50名外国
体验者，他们有驻蓉领事馆官员、外
国商会会员、国际学校师生等不同的
身份。

他们的老师是成都市档案馆保
护技术部的档案修裱师，张士兵就是
其中资历最深的修裱师之一。32年
的档案修裱生涯，经他手的档案不计
其数。“国际档案日”来临之前，他向
记者讲述了档案馆的修裱故事。

垃圾四分类

蓝
可回收物

废纸废纸、、废塑料废塑料、、废金废金
属属、、废包装物废包装物、、废弃电废弃电
器电子产品器电子产品、、废玻璃等废玻璃等

绿
餐厨垃圾

餐饮垃圾以及居民餐饮垃圾以及居民
家庭产生的厨余垃圾家庭产生的厨余垃圾

红
有害垃圾

废电池废电池、、废温度计废温度计、、
废废血压计血压计、、废药品及其废药品及其
包装物包装物、、废油漆废油漆、、溶剂及溶剂及
其包装物其包装物、、废杀虫剂废杀虫剂、、消消
毒剂及其包装物等毒剂及其包装物等

黑
其他垃圾

除可回收物除可回收物、、餐厨餐厨
垃圾垃圾、、有害垃圾以外的有害垃圾以外的
其他生其他生活垃圾活垃圾

四种垃圾桶示意图

你是否经历过，手里拿着废电池、废药品等要丢的垃圾，站在垃圾桶前，看
着左右两边可回收以及不可回收的标志，却不知道该往哪扔的困惑？

近日《成都市生活垃圾分类实施方案（2018-2020年）》（以下简称方案）
出台。方案明确了生活垃圾将实行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
“四分类”，同时全市将加快建设垃圾分类运输、转运以及末端处理设施。

根据方案，到2020年底，成都市餐厨垃圾处理能力将达1000吨/日以上，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能力将达1.8万吨/日以上，基本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昨日，记者从市政府网站发布的方案
中了解到，全市生活垃圾将实行可回收物、
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分类”。
其中可回收物主要包括：废纸、废塑料、废
金属、废包装物、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废玻
璃等。餐厨垃圾主要包括：餐饮垃圾以及居
民家庭产生的厨余垃圾。有害垃圾主要包
括：废电池、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药品及
其包装物、废油漆、溶剂及其包装物、废杀
虫剂、消毒剂及其包装物等。其他垃圾是指
除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以外的其
他生活垃圾。

在不同区域，将有不同的收集方式。在
城镇居住区和农村集中居住区，按“可回收
物、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类进
行分类收集。在农村散居区域按“可回收物、
有害垃圾、其他垃圾”三类进行分类收集，推
广农村生活垃圾就地分类处理，就地资源化
利用。在道路、广场、公园、轨道交通站点以
及旅游、商业等公共场所按“可回收物、其他
垃圾”两类进行分类收集。在党政机关、学
校、医院，军队单位，相关企业及其他企事业
单位的办公和经营场所按“可回收物、有害
垃圾、其他垃圾”三类进行分类收集。

生活垃圾“四分类”废电池、废药品是有害垃圾

配备有害垃圾运输车 GPS进行实时监控

方案还对垃圾运输、转运以及末端处
理提出了要求。全市将建立与生活垃圾分
类相衔接的运输网络，统一运输车辆标识
标志，按分类要求逐步改造现有运输车辆，
配备再生资源和有害垃圾运输车辆，推广
车载桶装、密闭直运的餐厨垃圾运输系统。
另外将通过安装GPS、运用数字城管、推广
车联网等现代科技手段对生活垃圾分类运
输车辆作业信息、行驶轨迹进行实时监控。

同时在有条件的转运站内增设有害垃
圾暂存点和可回收物分拣台，实现可回收
物和各类其他垃圾分类计量、分类中转等

功能。各区（市）县将规划建设1至2座有害
垃圾专门暂存场所和1至2座可回收物分拣
中心。

在垃圾末端处理方面，成都市将高标
准规划建设成都长安静脉产业园；加快建
设成都危废处置中心（二期）、邛崃及简阳
危废处置项目。同时鼓励产品生产者依托
现有销售渠道、维修网点等逆向物流，建立
健全废旧产品回收体系。建设再生资源回
收利用信息化平台，推广“互联网+回收”新
模式，逐步形成稳定、高效、安全、便捷的回
收渠道，提升回收率。

“蓝绿红黑”轻松辨识 年底35%家庭实现垃圾分类
昨日，市城管委固废处工作人员管丽

向成都商报记者解读了“四分类”。管丽表
示，目前全市四分之一的居民家庭已开展
了垃圾分类，预计年底将达到35%。

管丽告诉记者，废电池、废药品等市民
以前不知道丢在哪。这次方案中的“四分
类”不光细化了分类，还明确了每一类的具
体内容，其中包括废电池、废药品等。

随着生活垃圾“四分类”的推广，垃圾
桶将由以前的两种逐渐变化为可回收物、

餐厨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四种垃圾
桶。四种垃圾桶分别对应的颜色为蓝绿红
黑，桶上还会有对应的标识以及文字。

为什么要花时间去研究如何扔垃圾
呢？“我们在享受城市发展成果的同时，
也制造了大量的垃圾，每个人都应该对
自己产生的垃圾造成的环境影响负责，
都有义务去维护城市的美好环境。”管丽
介绍说。

成都商报记者 林聪

6月7日，“家在成都·档案故事”活动由成
都市档案局、成都市档案馆、成都市外事侨务
办共同主办，巴基斯坦、波兰、新加坡等驻蓉领
馆官员；墨西哥、智利、哥伦比亚、乌拉圭、阿根
廷等国际友城公务员；外国商协会会员、国际
学校师生、外国留学生等约50人应邀出席。

活动现场，外宾们参观了《成都故事》大型
档案情景展，感受了人文成都的别样精彩。活

动期间还播放了对外交流档案PPT，展示了近
二十份珍贵的历史资料。随后，波兰驻蓉总领
馆向档案馆赠送了总领馆建馆的正式函件高
仿件。新加坡驻蓉总领事馆向档案馆赠送了领
事馆旧制式车牌。巴基斯坦驻蓉总领事馆向档
案馆赠送了由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编纂的《巴
基斯坦-中国，全天候友谊》纪念图册。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图片由成都市档案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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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士兵演示档案修裱技术

紧接01版“时间仅为海运的
二分之一，成本仅为空运的六分之
一至八分之一”——在推介城市时，
成都都会给企业算出一笔类似的成
本账。有利于企业降低时间成本、运
输成本的“蓉欧快铁”，也成为双方
合作的努力方向——将其打造成企
业产品配送、城市全球配置资源的
战略通道。

“蓉欧快铁”的发展，只是成都
提升对外开放能力，打造战略通道
建设的一个缩影。在航空领域，国家
在成都布局了天府国际机场，2020
年投入使用后，将形成年旅客吞吐
量逾1.5亿人次、年货运量逾500万
吨的“一市两场”枢纽格局。

在对外开放大会上，成都更进
一步宣布要推动形成“48+14+30”
国际航空客货运战略大通道，即覆
盖全球48个重要航空枢纽城市、经
济中心城市，14个全球重要物流节
点城市和30条服务对外交往、国际
消费的优质文旅航线，实现至全球
门户机场“天天有航班”。

战略通道的建立，为成都扩大
开放提供了空间和载体，增强了双
方合作的信心。中国远洋海运集团
综合运力世界第一，双方决定建立
战略合作关系，共同建立铁海合作
平台等；作为民用飞机产业核心企
业，中国商飞公司希望加强新一轮
战略性航线布局，打造面向东南亚、
服务西部的航空服务基地等。

聚焦前沿打造开放型经济体系

打造内陆开放高地，构建开放
型经济体系尤为重要。在此次活动
中，无论是拜会企业的选择，还是洽
谈的合作领域，还有一个鲜明的特
点——聚焦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

现代化经济体系本质是开放的
经济体系。这几年，成都一直在努

力：大力调整产业结构，构建产业生
态圈、创新生态链，形成了电子信
息、生物医药等 7 个千亿级产业集
群；聚力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能，
打造最适宜新经济发展的城市……

新一轮对外开放，成都指向更
为明确，发展更高层次开放型经济，
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因此，合
作洽谈就瞄准了前沿科技和行业高
端。在与西门子工业软件公司全球
高级副总裁梁乃明交流中，双方重
点探讨未来汽车产业发展趋势——
智能化、电动化、网联化和共享化。

不仅如此，成都还聚焦行业风
口。作为西部消费中心、生活中心
城市，成都拜会了集现代农业、食
品加工制造、食品分销为一体的光
明食品（集团）有限公司。要从它身
上学习“上海服务”，更好地构建开
放型经济体系，升级消费业态，满
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

类似的合作意向还有很多。与
游族网络公司共同打造西南地区国
际互联网特色产业园样板，助力成
都世界文化名城建设；与康宁科技
探索如何运用互联网+新科技，发
展新经济，打造消费新场景……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构建
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战略部署，
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
要讲话精神，把握新时代机遇，主动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高水平建设
西部国际门户枢纽和内陆开放高
地，为实现成都“三步走”战略提供
开放动能，为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
提供重要支撑！

这是成都召开对外开放大会的
主题。用好外资外经促开放能力和
经济体系建设，这也是成都大会之
后“走出去”的第一步！

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上接01版 要坚定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
政府和市委市政府关于深化“放管
服”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的部署要
求，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积极探索
创新，加快推进工程建设项目审批
制度改革，努力构建科学、便捷、高
效的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体系，
营造更优政务服务环境。要按照国
务院改革任务要求，细化完善改革
试点方案，优化现有流程，在立项用
地、工程建设、施工许可、竣工验收
等阶段，以及文物勘探等方面推出
务实创新举措，形成可借鉴、可复
制、可推广的成都经验；要强化统筹
协调，加强部门协同，进一步简化办

事流程，着力提高审批效能，降低市
场主体成本；要强化监督问责，加大
对改革工作的督查力度，及时跟踪
督查改革任务落实情况，确保如期
完成改革目标任务。

会议要求，要提高政府投资精
准性，把资金投向更多关键领域和
薄弱环节，在城市重要基础设施、
公园城市、产业生态圈、民生保障、
生态环境等领域集中发力。要强化
计划执行，合理安排建设时序，确
保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要加强
全过程监管，严格履行项目基本建
设程序，发挥工程监理对项目建设
质量的管理作用，加大审计和稽查
力度。

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

低速磁悬浮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