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免费送考出租车公司名单及联系电话
企业 联系人 电话

成都乘风出租汽车公司 乘风 87771910

成都春雨出租汽车公司 施老师 85078899

成都宏远出租汽车公司 罗老师 13540312810

成都金雁出租汽车公司 王老师 13699057768

成都锦城出租汽车公司 温老师 81707790

成都康福德高出租汽车公司 康福德高 84715206

成都联众出租汽车公司 杨老师 18602867728

成都绿舟出租汽车公司 杨老师 18602867728

成都商旅出租汽车公司 安老师 18108041984

成都新盛出租汽车公司 袁老师 13982035119
徐老师 18982172625

成都谊兴出租汽车公司 谊兴 87526882

成都运和出租汽车公司 方老师 13308196310

成都运总出租汽车公司 李老师 15928508033

成都长江出租汽车公司 杨老师 18602867728

成都众和出租汽车公司 林老师 15102889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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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遇上端午如何避堵？
全市交通运输行业暖心出招：

地铁设立绿色通道
480余台出租车免费送考

2019年6月4日
星期二

预备应急运力灵活调配
各营运公司将预备10台应

急运力，并由公司自行统一调
配，以便及时应对突发性运力
紧张问题

成都公交集团结合片区的学校考
场的实际情况，在分析研究以往高考和
中考客流变化情况的基础上，提前做好
线路营运生产作业计划。根据考点位
置，对涉及线路根据考生考试时间安
排，提前做好班次投放；根据考点容量，
涉及线路按需求加车，以满足考生和市
民的乘车需求。同时针对道路出现严重
堵塞等其他异常情况，提前做好应对措
施安排。

成都公交集团各营运公司将预备
10台应急运力，并由公司自行统一调
配，以便及时应对突发性运力紧张问
题，保证高考和中考期间的运力需要。

15家公司480余台车免费送考
考生可以拨打预约电话，说明接送时间、地

点、目的地、联系方式等，公司会安排免费接送

成都市交通运输局向成都市出租汽车行业发出
了《成都市出租汽车行业爱心送考公益活动倡议书》，
号召出租汽车公司积极参与“情系考生 爱心送考”公
益活动。截止到6月3日，已有乘风、春雨、宏远、金雁、锦
城、联众、绿舟、商旅、新盛、谊兴、运总、运和、长江、众
和、康福德高等15家公司报名参与，爱心送考车辆达
480余台。

记者了解到，早在4月29日，成都乘风出租汽车公
司率先启动，组建“爱心送考车队”。该公司副总经理
刘春介绍说，每年都会组织免费送考，并在车上为考
生免费提供矿泉水、考试常备文具和消暑降温药品。
参加爱心送考的出租车都在引擎盖上贴上了“爱心公
益送考车”的标识。如果考生需要帮助，可以拨打预约
电话，向客服人员说明接送时间、地点、目的地、联系
方式等，乘风出租公司会安排免费接送。而考生乘坐
爱心送考出租车时，只需出示准考证即可。

设绿色通道
家长休息区

持准考证可优先安检、
优先进行票卡处理，考点车
站为考生提供便民文具袋、
矿泉水等物资

高、中考期间，成都地铁线网
车站将分别于6月7-8日和6月
13-14日张贴“高（中）考绿色通
道”告示，设置绿色通道。持准考证
的乘客可优先安检、优先进行票卡
处理。考点车站将为考生提供便民
文具袋、薄荷矿泉水等物资，同时
设置医药箱，配备创可贴、藿香正
气水等药品，以备考生不时之需。

中考期间，百草路站将在站外
设置家长休息区，摆放大型遮阳
伞、凳子，为家长提供休息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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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之都二重奏 世界级IP贝多芬来了

当下，成都正在打造“国际音乐之都”，波恩则拥有
千年文化积淀、世界级IP贝多芬。好朋友之间如何借力？

波恩市长阿硕克·西德拉兰在接受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即将在成都举办的贝多芬文化周
即是一个很好的交流方式，也是“打开合作伙伴关系”的
最佳方式。西德拉兰认为，音乐对于城市而言非常重要，
音乐文化如同城市的一张“笑脸”，“这也是为什么我们
非常自豪贝多芬出生于波恩、成长于波恩，这里的一切
孕育出天才音乐家”。在他看来，贝多芬很重要，但两座
城市的牵手理应不止于贝多芬，更可以交换思路和创
意，进行深度合作，“波恩的一个管弦乐队明年也会到中
国，我们可以在音乐领域做更多的事情。”

旅欧钢琴家闫竞舸被波恩授予“贝多芬大使”的称
号，他也是即将到来的贝多芬文化周的艺术总监。闫竞
舸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文化周期间的钢琴比
赛，是贝多芬国际钢琴比赛首次在德国以外开展地区预
选赛，首次“落户”就选定成都，在友城关系之外还看重
的是成都年轻人对于艺术的追求和向往。

从职业教育到城市更新
友情不止“串串门”

10年前，成都与波恩正式缔结友好城市关系，在文化
教育和环保科技上的共同理念，让两座城市亲密无间。记
者在活动期间了解到，未来两个城市期待更深化的合作
——在文化交流领域，以波恩的文化积淀支持、参与成都
世界文化名城建设；在旅游合作领域，两市也将争取把对
方城市纳入旅游线路；在职业教育领域，作为德国联邦职
业教育研究所所在地的波恩，有望为成都牵线搭桥促成
研究所与成都的合作培养更多技能性人才；在城市有机
更新领域，波恩将湾区改造为城市综合功能区的经验也
将为成都带来思考，推动城市面貌更新。

据波恩市市长阿硕克·西德拉兰透露，目前波恩最大
的一家旅游机构已在成都开设了分支机构，未来将促成
成都与波恩双向旅游互动，具有世界典范意义的特色“双
轨制”职业教育（大学教育+企业培训）也有望带到成都。

当德国决定将首都迁至柏林时，波恩也曾面临切肤
之痛，如何把人留下来？如何实现城市功能转换？不过短
短20多年，这座城市已从德国的“首都之城”转身为联合
国的“办公之城”，成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职能中
心。西德拉兰市长坦诚表示，波恩乐意将城市有机更新
的经验一一与成都分享。真正的友谊，基于相近性情的
符合——用贝多芬之言为两座城市写下注脚再恰当不
过。成都，波恩，未来十年仍可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涵 图据成都高新区

成都铁路港13个月完成
俄罗斯木材回程班列363列

记者从成都国际铁路港投资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获悉，自2018年3
月29日，四川首批运贸一体化模式
运输的俄罗斯进口木材抵达成都铁
路口岸以来，截止到2019年4月30
日，成都国际铁路港共完成俄罗斯
木材定制化回程班列363列，柜量
15273柜，货量达59万立方米。

日前，记者在成都市青白江国
际木材交易中心看到，该中心目前
共有从事木材贸易的商家350余户，
其中专门从事国际木材贸易的公司
有45家，且85%以上从事俄罗斯木
材进口贸易。2018年，该中心木材及
木制品年销售量约为200万立方米，
其中，俄罗斯木材占到总销售量的
90%。而通过中欧班列（成都）运输
的木材比重约占70%。

“市场目前是购销两旺的局面，
年销售额增长量达到30%，今年整
个中心的交易额有望打破40亿元。”
青白江国际木材交易中心总经理何
仕海介绍，俄罗斯木材价格低且品
质优良，俄罗斯木材定制化班列的
开行，一定程度上使交易中心从终
端销售市场，转变为西部木材集散
中心，由不沿海的内陆市场变成了
国际化进口前沿市场，吸引了大批
国内外进口商前来参观考察、洽谈
业务。

何仕海表示，下一步，该中心将
搭建木材进口平台，打造集铁路到
达、物流配送、商品仓储、批发交易、
木材鉴定等功能于一体的西南地区
最大木材及木制品经销企业总部基
地、商务中心。 据新华社

李伯清、王铮亮受聘担任
“四川禁毒宣传公益大使”

6月3日是虎门销烟的禁毒纪念
日。为纪念虎门销烟180周年，预热
成都2019第十八届世界警察和消防
员 运 动 会（简 称“2019 成 都 世 警
会”），由四川省禁毒委员会、成都市
禁毒委员会主办，四川省禁毒委员
会办公室、成都市禁毒委员会办公
室、成都市青羊区禁毒委员会办公
室承办的“喜迎国庆·健康人生·爱
我中华”全省禁毒宣传月系列活动
暨成都市“喜迎世警·全民禁毒”主
题宣传活动启动仪式，于昨日下午
在成都西村艺术空间举行，相关成
员单位领导以及社会各界人士共计
800余人参加活动。

在启动仪式现场，分别进行了
现场演唱代表成都市获得全国禁毒
公益歌曲大赛一等奖的歌曲《为爱
出发》、最新“快闪”禁毒宣传片首次
播放，禁毒诗歌朗诵、禁毒曲艺表
演、四川省禁毒宣传公益大使授证
仪式、《四川省禁毒条例》知识竞赛
抽奖、知名川籍艺术家李伯清散打
评书表演、《中国红》舞蹈、合唱《我
和我的祖国》等精彩活动。

启动仪式中，热心公益事业的
国家一级演员、著名散打评书艺术
家、散打评书创始人李伯清，知名川
籍歌手、四川音乐学院副教授王铮
亮一同受聘成为“四川禁毒宣传公
益大使。”

除了启动仪式现场活动外，在
西村球场、文化墙、空中跑道等活动
区域也准备了警用装备展示、成都
警察和消防员风采摄影图片展，组
织陆上划艇、掰手腕、飞镖等世警会
体验项目，还有禁毒主题足球赛、缉
毒犬表演、禁毒宣传进社区主题展、
禁毒互动体验等许多有趣的禁毒主
题活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
雪 杜玉全

2019年成都市高考、中考
将分别于6月7-8日和13-14
日进行。高考首日恰逢端午佳
节，赶考如何避堵？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3日从成都市交
通运输局获悉，成都地铁将设
置考生绿色通道，持准考证优
先安检；成都公交预备应急运
力；成都15家出租汽车公司
480余台车更是免费送考……
全市交通运输行业纷纷推出温
馨举措，“护航”两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成都乘风出租汽车公司启动“爱心送考” 市交通运输局供图

成都波恩何以走在中德合作前列？

真正的友谊 基于性情相投友城
年

“美好的一刻永在心里，爱你成
都！”在德国波恩生活超过20年的成
都人李永红用自己的方式在朋友圈
为成都“比心”；而即便是第一次到波
恩的中国人，打开点评软件识别定位
后，也能轻而易举地发现，排在第一
的是夫妻肺片广受好评的钓鱼台中
餐厅，第二则是贝多芬故居。城市与
城市的深度交往，印记清晰可见。

今年是成都与波恩建立友好城
市关系10周年，今年12月波恩亦将开
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的纪念钜幕。
站在10年与250年两个历史线的交汇
点，成都与波恩陆续开启Panda成
都、贝多芬文化周活动。6月，“Panda
成都”在波恩为当地市民开启视听盛
宴；7月，贝多芬文化周则将在成都为
蓉城市民开启古典音乐之旅——“成
都和波恩的友城关系走在中德合作
的前列”，中国驻德国杜塞尔多夫总
领馆冯海阳总领事如此评价。

波恩市民体验中国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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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今年安排超百亿资金
用于困难群众救助补助

四川省今年安排落实中央和省
级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06.6亿
元，用于民生兜底保障。

日前，四川省民政厅牵头制定
了《四川省社会保障扶贫专项2019
年实施方案》，健全完善低保制度和
社保政策，拟制定2019年低保标准
低限，安排落实中央和省级困难群
众救助补助资金106.6亿元，其中安
排凉山州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
10.4 亿元，以保障 47.8 万城乡低保
人员和1.7万特困救助供养人员的
基本生活权益。

据悉，四川省民政厅依托省居
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平台开展全省
社会救助对象户籍信息专项比对，
今年已精准完成了455万条信息比
对工作，推进享受低保和特困救助
政策重合人员数据比对工作，并强
化建档立卡贫困户中享受低保家庭
的复查排查工作，同时开展特困供
养人员复核认定及供养需求摸底调
查，以保障基层落实社会救助政策。

据新华社

当地时间6月1日，以“看”“听”“品”“秀”
为脉络，成都市外办主办、高新区承办的

“Panda成都”活动在波恩集市广场铺开，水
袖、变脸、茶艺、清音、琵琶、皮影等节目一一
上演。值得一提的是，团队并非专业演员，而
是来自成都本地社区的文艺达人。沉浸式制
作蜀绣扇面、剪纸、糖画，扫二维码即可现学
现卖成都话的“声音明信片”，创意十足的

“成都拼拼乐”。波恩女孩Sophie在活动现场
请志愿者用毛笔写下了自己的中文名字“苏
菲”，她对自己的成都之旅念念不忘，“那里
的小吃太棒了”。李女士在波恩生活了超过
20年，如今在这座莱茵河畔的城市经营着自
己的民宿。她告诉记者，过去10年自己见证
了到波恩的中国人、成都人越来越多，“乡音
已不稀奇”。

德国历史古城波恩，最为人知的名片是
“贝多芬的故乡”。数千里之外的中国历史文
化名城成都，也剑指国际音乐之都。当贝多
芬遇上音乐之都，会发生什么？一场音乐会
是“基本款”。当地时间2日，成都波恩结好10
周年音乐会在旅欧青年钢琴家闫竞舸的《舒

曼主题变奏曲》中拉开序幕，最后以欢快昂
扬的《凤阳花鼓》三重奏结束。坐满两城观众
的音乐厅里，掌声不息。

如果将“Panda成都”视为两城民众心灵
相通的纽带，阳春白雪的音乐会则提供了更
具意义的交流平台。事实上两场活动的设计
各有巧思：广场表演的团队并非专业演员而
是来自成都本地社区的文艺达人；音乐会中
德音乐家联袂对贝多芬作品再演绎，则意在
奏响中德文化互鉴的美妙音符。

音乐为媒，两座城市的乐章还在继续。
7月5日至11日，成都和波恩将举办2019成
都贝多芬文化周。据悉，文化周钢琴展演比
赛青年组的第一名将直接晋级今年12月波
恩举办的德国贝多芬国际钢琴大赛。明年
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作为贝多芬出生和
成长之地，波恩将从今年12月到明年12月
整整用一年时间，举办系列纪念活动。波恩
市政府国际事务办公室的沙宾娜女士告诉
记者，成都与波恩的交流已细致入微，她也
期待两个城市能在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
等领域拓宽合作。

水袖、变脸、茶艺、清音 波恩市民过把成都瘾

波恩市长阿硕克·西德拉兰（右二）收到糖画礼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