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座位：
“一个萝卜一个坑”

“皮”拉环
握起来很有质感

更宽敞比1号线、7号线
多两节车厢

01版/02版 责编 何先菊 吴钦 美编 黄敏 叶燕 校对 陈婕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版权声明:本报所刊作品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
摘编。本报法律工作室电话：028-86783636

一个好消息，6号线列车
已经在中车成都机车车辆公
司的试验线上动态调试了！成
都商报记者昨天去往现场，探
访了第一次亮相的6号线列
车。采用8A编组的6号线列
车，是目前成都地铁载客量最
大的列车，比1号线载客量提
高了69%，成为目前成都地铁
“最能装”的列车。同时值得指
出的是，这108列6号线列车
的所有大部件均由成都本地
生产，标志着成都轨道交通装
备本地化生产进入全新阶段。

6号线一、二期工程预计
将于2020年同步开通。这条
贯穿主城南北主轴的地铁线
路，从北至南依次经过郫都
区、高新西区、金牛区、成华
区、锦江区、高新南区5个行政
区，共设车站56座，其中换乘
站29座。

昨天上午，编号为6001的6号
线列车停在中车成都的试验线
上，正在接受动态调试。站在车
头，几乎是一眼望不到头。

这是成都的8A编组地铁列
车首次亮相。8A编组，即列车有
8节A型车，全长185米。成都目
前已开通运营的线路中，1、2、3、
4号线采用的是6B编组，7、10号线
用的是6A编组。相信平时坐地铁

的市民朋友都能明显感受到，A
型车明显比B型车“肚儿”大些、
宽敞些、能装些。而6号线的列
车，比7、10号线还要多两节车
厢。“载客量是最大的。”成都地
铁运营公司新线部副部长曾建
介绍，6号线列车全车定员2480
人，最大载客量可达3456人，最
高运行速度80km/h。载客量比1
号线、7号线分别提高69%、33%。

细心的市民都能发现，成都
每条地铁线都有一个主题色，比
如粉色的3号线、绿色的4号线，去
年“蒂芙尼蓝”的7号线亮相的时
候惊艳了很多人。而6号线列车的
主题色，是非常复古的棕色。

最吸引记者注意的是，6号线
列车的“皮拉环”。平时经常坐地
铁的市民，应该对列车上硬质的
塑料拉环印象非常深刻。但6号线

列车的拉环别具一格，拉环挽成
了水滴形状，摸起来软软的，哑
光棕色的拉环加上银色的金属
扣件，看起来就像是皮具，非常
有质感。

但曾建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因为消防要求，地铁上是不可能
出现皮质内饰的。“这是合成的材
料，既防火，也比皮具耐磨。”曾建
透露，这是从港铁借鉴的。

比“皮拉环”还抢眼的，是6号
线列车的“波浪”座位。

这是成都地铁列车座椅首次
采用“凹坑”设计。曾建说，之前有
市民专门给地铁提了意见，说地
铁在启动、加速和制动时，因为有
惯性，所以人坐在平滑的钢面座
椅上会水平滑动，有时还会挤到
身边的乘客。“这次我们就尝试做
一些改动。”曾建说，这种“凹坑”

设计，乘客坐起来应该舒适度会
更高一些。成都商报记者看到，座
位不光是有大的“凹坑”，表面还
设计了很多细小的颗粒，进一步
增大了摩擦系数。“这种材质的可
清洗性也比较好。”

昨天，列车在2公里的试验线
上跑了1个来回，虽然速度比较
低，但起步刹车的时候，记者坐在
座位上没有产生水平滑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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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客量载客量
比比11号线号线
提高提高6969%%

6号线
最能装

建通道
实现“天天东盟”

为何在对外开放过程中，成都
一再强调开放通道的作用？成都自
贸试验区相关负责人以“通道畅，贸
易兴”作出了回答。

他表示，成都国际铁路港地处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江经济
带”国家战略的交汇点，是国家“西
进南下”开发开放格局的战略支点
和经济高地。“西进南拓东联”，是
成都自贸试验区提出的开放合作
体系——以成都国际铁路港为起
点，推动实现“一带”与“一路”有机
衔接，促成中国西北与西南地区、
欧洲、中亚与东南亚地区的全方
位、多层次合作。

其中，南向通道是成都铁路

港近期打造的重点方向。从成都
市青白江区城厢站出发，南向铁
海联运班列经由成渝线、内六线、
水红线、南昆线、桂沿海铁路到达
钦州港东站，再经钦州港接续海
运航线。

“主要辐射新加坡、泰国曼谷、
缅甸仰光、马来西亚巴生、印度尼西
亚雅加达、伊朗阿巴斯、印度那瓦西
瓦、以色列海法、越南海防、岘港、胡
志明等东南亚、中东国家港口，并延
伸至南非伊丽莎白港、埃及亚历山
大新港。”成都国际铁路港相关负责
人表示。

2 月 26 日，成都首次测试成功
从越南经凭祥铁路口岸至成都的

“蓉欧+”全程国际铁路通道。未来，
成都铁路港还将与北部湾合作，尽
快实现“天天东盟”的目标。

增合作
推进城市文化交流

通道的打通，意味着成都正在
建立起完善的硬件条件。下一步，成
都自贸试验区目标直指更多国际合
作——不仅在于城市间的物流合
作，文化交流、更多品类的贸易纷至
沓来。

“ 借 助 铁 路 运 输 ，成 都 的 城
市‘朋友圈’还在逐渐扩大。”成都
自贸试验区相关负责人说。目前，
成都与罗兹国家级经开区、萨拉
戈 萨 物 流 园 区 签 订 战 略 合 作 协
议，双方在共建国际物流大通道
方面深度合作。

意大利翁布里亚大区还将与成
都市青白江区的经贸合作写入2018
年的政府工作纲要，背后是成都逐

渐扩大的影响力。据悉，成都还将在
米兰举办“中欧合作投资论坛”，同
时与当地“长久物流”等企业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

在国家层面之外，成都本地企
业与欧洲各商协会合作还在加深。
据悉，成都近日已经与中东欧商会
签订委托招商协议，还同意大利佩
鲁贾、翁布里亚、法国布列塔尼在农
产品国际标准认证、专业人才培养
等领域加强合作，不断拓展在欧洲
的经贸网络与资源。

贸易的紧密，还将带来国际
间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增强。上述
负责人称，结合成都国际友城青
年音乐周，成都还在推进欧洲多
地文化演出项目筹备工作，以及
与米兰理工大学探讨培训、游学及
合作办学事宜。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四向拓展 成都是起点
自贸区：通道畅，贸易兴

成都要打造“国际铁路第一港”

成都自贸试验区
制度创新优秀实践案例

系列报道

铁路线网的增密，背后织成
的是“西进南拓东联”全方位对外
开放合作体系。省委十一届三次
全会提出，对内形成“一干多支、
五区协同”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
对外形成“四向拓展、全域开放”
立体全面开放新态势。随后，在市
委十三届三次全会上，成都提出
构建“空中丝绸之路”和“国际陆
海联运”双走廊，加快建设国际性
综合交通通信枢纽。

地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长
江经济带”国家战略交汇点的成
都，正在通过一条条铁路路线，成
为世界各个重要铁路枢纽的“邻
居”。根据已经发布的《成都国际铁
路港（临港经济示范区）建设五年
（2017—2021年）行动计划》，到
2021年，成都国际铁路港将建成
全国功能设施最完善、通达能力
最突出、通关服务最便捷、经济腹
地最广阔的“国际铁路第一港”。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摄影记者 张士博

空调给力
66号线列车空号线列车空

调新风量首次大幅调新风量首次大幅
提升提升，，人均新风量人均新风量
由每由每小时小时1010立方米立方米
提升至每小时提升至每小时1212立立
方米方米，，出风口更多出风口更多，，
这将给乘客带来更这将给乘客带来更
佳的舒适度佳的舒适度，，人多的人多的
时候也不怕闷了时候也不怕闷了。。

噪音更小
列车首次增加列车首次增加

了吸音材料了吸音材料，，能有能有
效降低噪音效降低噪音，，乘坐乘坐
体验度更佳体验度更佳。。

屏幕更大
动态地图首次动态地图首次

采 用采 用 4343 寸 大 屏 幕寸 大 屏 幕
LCDLCD显示屏显示屏，，为国为国
内首创的最大尺寸内首创的最大尺寸
动态地图显示屏动态地图显示屏，，
视觉效果更佳视觉效果更佳。。

车厢拉环是合成材料，既防火，也比皮具耐磨

7月26日上午，成都地铁6号线列车亮相

6号线列车全车定员2480人，最大载客量可达3456人

成都地铁列车座椅首次采用“凹坑”设计

据新华社电 在复杂的国内外经
济环境下，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更有
效发力？服务实体经济，减税降费政策
如何落到实处？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26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财政部副
部长刘伟回应了相关热点问题。

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
不搞“大水漫灌”

本周举行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
保持宏观政策稳定，财政政策要更有
效服务实体经济，更有力服务宏观大
局，积极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

刘伟说，下一步，财政部将认真贯
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
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不搞“大水
漫灌”式强刺激，聚焦减税降费，以支
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创业创新、稳定
就业为重点，精准施策，提升效能，加
强部门协作，强化政策协同，更好地支
持实体经济发展。

根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
工作报告》确定的2018年经济发展目
标，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
安排20.98万亿元，增长7.6%；安排财
政赤字2.38万亿元，保持上年规模。刘
伟说，在保持较高财政投入力度和支
出强度的同时，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
着力点体现在加大减税降费力度、降
低实体经济成本上。

对于积极的财政政策如何“更加
积极”，刘伟表示，一方面根据新的形
势判断可以微调，再增加一些政策措
施的配置，做一些加法；另一方面，已
纳入计划的工作和重大政策的落地环
节必须要加大工作力度；此外，各部门
政策都不是孤立的，需要联动配合，财
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要共同推进、相互
配合。

减费降税仍有潜力
为实体经济进一步减负

减税降费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
重要着力点。刘伟介绍，积极的财政政
策要更加积极，第一就是进一步减税，
从2018年至2020年底，将企业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比例提高到75%的政策由
科技型中小企业扩大至所有企业，初
步测算全年减收650亿元。

此外，对已确定的先进制造业、现
代服务业、电网企业增值税留抵退税
返还的1130亿元，在9月底前基本完
成，尽快释放政策红利。

刘伟说，为助力解决小微企业融
资困难，将加快组建国家融资担保基
金。落实不低于 600 亿元基金首期出
资，协同省级融资担保和再担保机构，
支持融资担保行业发展壮大，扩大小
微企业融资担保业务规模，努力实现
每年支持 15 万家小微企业和新增
1400亿元贷款的政策目标。

财政部数据显示，近年来，积极财
政政策不断加大减税降费力度。2013
年到2017年，实施营改增改革累计减
税2.1万亿元，加上采取小微企业税收
优惠、清理各种收费等措施，共减轻市
场主体负担3万多亿元。

积极优化支出结构
多举措有效服务实体经济

保持支出强度，也是积极财政政
策发力的着力点。刘伟介绍，今年1至
6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进度已
经超过了序时进度。

同时，为支持引导实体经济提质
增效，积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财政
部还安排就业补助资金，支持稳定和
促进就业。安排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
金，集中支持小微企业创业创新基地
城市示范；实施创业担保贷款贴息，
降低政策门槛，取消小微企业不能同
时享受担保和贴息的限制，将对小微
企业新招用员工比例的要求由30%降
为25%。

刘伟说，财政部还将加快今年
1.3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和
使用进度，努力推动在建基础设施项
目早见成效。

“‘加快’两个字，是按照今年预算
安排，希望在后半年，就是第三季度和
第四季度把1.35万亿元专项债中尚未
发行的部分，根据项目准备情况，由地
方政府按市场化原则协商金融机构平
稳有序发行。”刘伟说，要有效保障在
建项目融资需求，但这些项目必须符
合相关政策、纳入相关计划，必须是地
方本来就应该推进的项目，而不能超
越财力水平盲目铺摊子，要避免新增
隐性债务。

更舒服

更平稳

6号线
成都造

财政部：有效服务实体经济

积极的财政政策
将“更加积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