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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轨道交通13号线一期工程走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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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线路

19号线二期
连接成都两大机场

19号线二期工程自九
江北站至天府新站，线路长
45.60公里，设车站10座，项
目投资284.25亿元，建设工
期为5年。19号线在成都地
铁线网中的定位为快线干
线和机场线。

根据成都轨道集团8月
1日公布的《成都轨道交通
19号线二期工程拟报批的
环境影响报告书》，19号线
二期，将沿成新蒲大道、千
子门路、西航港大道、双华
路、新码头街、宁波路及东
山大道敷设。

其中关键词当然是“机
场线”了，顾名思义，19号线
二期将途经双流国际机场，
并与18号线在天府新站交
汇，连接天府国际机场。

10号线三期
改变西门市民

赶飞机要“转转转”
10号线三期工程自太

平园站至人民公园站，线路
长 5.50公里，设车站4座，项
目投资37.16亿元，建设工期
为5年。10号线三期工程是
一、二期工程的北延线，建成
后将改变西门市民赶飞机要
2号线转3号线转10号线的麻
烦，同时，也让游客下飞机
后，即可直达宽窄巷子。

8号线二期
8号线二期东北段自十

里店站至龙潭寺东站，线路
长6.51公里，设车站6座；西
南段自莲花站至西航港客运
中心站，线路长度1.32公里，
设站1座。项目投资74.52亿
元，建设工期为5年。

27号线一期
27号线一期工程自栗子

湾站至龙咀村站，线路长
22.20公里，设车站20座，项
目投资148.13亿元，建设工
期为5年。

30号线一期
30号线一期工程自航枢

大道站至洪家桥站，线路长
24.78公里，设车站24座，项
目投资191.12亿元，建设工
期为5年。

成都市城市轨道交通第四期建设规划获批

未来5年
我市将建这8条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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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8月2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公布关于《成都市城市轨
道交通第四期建设规划（2019～2024年）》的批复，未来5年，成都将
建设8号线二期、10号线三期、13号线一期、17号线二期、18号线三
期、19号线二期、27号线一期、30号线一期等8个项目，总长176.65 公
里。项目建成后，成都市将形成总长约692 公里的轨道交通网络。

按照国家发改委批复要求，本次规划在实施过程中，要按照现

代、安全、高效、绿色、经济的原则，统筹城市开发进程、建设条件及
财力情况，把握节奏、量力而行、有序推进项目建设。

8月16日，成都市TOD示范项目集中开工暨城市轨道交通第四
期建设规划全面启动仪式在龙泉驿举行。据介绍，成都市轨道交通
第四期首批将建设5个项目，包括成都轨道交通19号线二期、13号线
一期、17号线二期、10号线三期、18号线三期。

此次公布的17号线二期工程自机投桥站至龙潭
寺东站，线路长27.60公里，设车站17座，项目投资
200.14亿元，建设工期为5年。此前，串联起温江、双
流、武侯的17号线一期，就因拥有140km/h的最高设

计时速和8A编组的最高配置而备受关注。
根据成都轨道交通集团7月底公布的《成都轨

道交通17号线二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

见稿）》，17号线二期将沿永康路－晋阳路－龙腾东路－
大石西路－小南街－北较场西路－成华街－张家巷－
建设北路-二仙桥北路－航天路敷设，整体为东西向。

看到这条新闻，最高兴的应该是建设路板块的市
民朋友，在坐拥伊藤、SM广场、龙湖三千集等成熟商业
体多年后，终于有了地铁。加上有东郊记忆旁边的8号
线呼应，“建设路不建地铁”这个传言终于要被打破了。

今明年
将开通
7条新线

成都轨道交通集团负
责人在7月底做客《成都面对
面·党风政风热线》时透露，
今明两年，成都地铁将开通
7条新线。据该负责人介绍，
5号线一二期、10号线二期
将于今年内开通运营，而6
号线一二三期、8号线一期、
9号线一期、17号线一期、
18号线一二期则将在明年
内陆续开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闫宇恒

三圣花乡
建设路
天府机场

13号线一期
开向花乡的地铁

13号线一期是第四期线路中的重磅线路，13号线
一期工程自七里沟站至龙华寺站，线路长28.85公里，
设车站19座，项目投资236.44亿元，建设工期为5年。

根据成都轨道集团8月20日公布的《成都轨道交
通13号线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显示，该线路起
于青羊区东坡路西三段七里沟站，止于龙泉驿区成龙
大道龙华寺站，线路主要沿东坡路西三段、东坡路、青
华路、青羊上街、锦里中路、小天竺街、致民东路、望江
路、龙舟路、净居寺路及成龙大道敷设。这条三圣花乡
板块居民盼望已久的地铁，终于近在眼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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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轨道交通17号线二期工程走向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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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号线一期工程

17号线三期工程

出入场线

17号线二期
打破“建设路不建地铁”之说

18号线三期工程北段自火车南站至火
车北站，线路长 11.01公里，设车站5座；南
段自天府机场1号2号航站楼站延伸至天府

机场北站，线路长 3.28公里；全线增设孵化园站、福田
站。项目投资146.56亿元，建设工期为5年。

根据成都轨道集团7月公布的《成都轨道交通18号
线三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显示，18号线三期工程分为北延
段、临江段和三站一区间。其中，最受
关注的应该是北延段——起于火车
北站，止于火车南站，沿线主要设
火车北站、骡马市站、省体育馆
站、倪家桥站、火车南站等，完全
与1号线肩并肩，决心共同挑起
输送南北向大客流的重担。

18号线三期
上下班高峰，与1号线肩并肩

图据《成都轨道交
通13号线一期工程
环境影响报告书
（征求意见稿）》

图据《成都轨道
交通17号线二
期工程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
意见稿）》

图据《成都轨道交通18号线三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

12月1日起全国自贸试验区开展“证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
据新华社电 21日召开的国

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12月1日
起，在全国自贸试验区开展“证
照分离”改革全覆盖试点，对中
央层面设定的全部523项涉企经
营许可事项，推动照后减证和简

化审批。会议强调，“证照分离”
改革要加大力度持续推进，对市
场主体一视同仁，进一步放宽市
场准入，推进便利化，并加强公
正监管、事中事后监管，寓管理
于服务中。

会议还部署扩大养老服务
供给促进养老服务消费。提出
要依托社区发展以居家为基础
的多样化养老服务，为老年人
提供助餐、助医、助行、助洁等便
捷服务。 相关报道见03版

▼成都轨道交通18号线三期工程走向示意图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张家华）8月21日，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范锐平会见了来蓉参加 2019
年中韩日三国委员（议员）围棋交流
活动的嘉宾一行。双方围绕进一步
深化交流合作交换了意见。市政协
主席李仲彬参加会见。

会见中，范锐平简要介绍了成
都历史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
对参加此次活动的嘉宾表示热忱欢
迎。他说，成都素有“天府之国”“休
闲之都”美誉，是中国西部消费中心
和西南生活中心，也是中国西部国
际门户枢纽。成都人热爱生活，围棋
在这里发展已有2000多年历史。成
都历来重视围棋事业发展，特别是
青少年围棋教育培训与文化传承，
棋迷众多、尖子棋手辈出，以“棋城”
享誉海内外。当前，成都正加快建设

世界文化名城，打造世界赛事名城。
希望大家以此次活动为契机，以棋
会友、以棋结缘，进一步推动城市间
的全方位合作交流，增进各国人民
之间的友谊。

中国全国政协代表团团长朱
小丹、韩国国会棋友会代表团团
长吴济世、日本国会围棋文化振
兴议员联盟代表团团长柳本卓治
分别作了交流发言。他们代表嘉
宾们对四川、成都精心组织此次
活动表示衷心感谢。他们说，中韩
日三国地缘相近、文化相通，经贸
合作繁盛，人文交流活跃。成都是
世界文化名城，是中国极具发展
魅力的一座城市。他们此行已深
切感受到这里独特的历史文化积
淀和时代风尚。下转02版

相关报道见02版

范锐平会见中韩日三国委员（议员）围棋交流活动嘉宾

以棋会友、以棋结缘
深化合作增进友谊
朱小丹吴济世柳本卓治李仲彬出席

喧喧市声
悠悠鹭鸣

600余种野生动物回归成都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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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付真卿）8 月 19 日至 21 日，中共中
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
权赴四川调研。尤权强调，要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民族宗教工作的重要论述，着
力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顺，坚决打
赢脱贫攻坚战，为确保藏区社会和
谐稳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出积
极贡献。

省委书记彭清华前往住地看望
尤权一行并就我省有关工作作汇
报。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陪同尤权
一行在成都市调研。

尤权到红原县日干乔红色文化
教育基地，瞻仰红军过草地纪念碑
并敬献鲜花，深切缅怀革命先烈，强
调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充分挖掘
红色资源，打造好红色文化和民族
团结教育基地，大力宣传党同各族
群众的血肉联系。

尤权先后来到成都市、阿坝藏
族羌族自治州，走访民族社区、宗教
场所、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看望慰

问农牧民群众，了解民族工作情况，
勉励当地干部群众深入贯彻党的
民族工作方针政策，扎实开展民族
团结进步创建活动，加强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推动经济发展、民生改
善、社会文明进步，不断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尤权就宗教工作
与党政干部、宗教界人士座谈，强
调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
方针，关键要在“导”上想得深、看
得透、把得准，加强对宗教事务的
依法管理，建立健全寺庙管理长效
机制，发挥宗教界人士的积极作
用，着力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把
广大信教群众紧密团结在党和政
府周围。

调研期间，尤权还走访了四川
各民主党派省委机关和省工商联，
他对四川统一战线工作给予充分肯
定，要求全省统一战线进一步凝心
聚力、攻坚克难，为四川经济社会发
展作出更大贡献。

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记范锐
平，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田向利陪
同调研。

尤权在四川调研时强调

扎实做好民族宗教工作
促进藏区发展稳定

四川日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钟
振宇 薛剑）8月21日，中韩日三国
委员（议员）围棋交流活动在成都武
侯祠开幕，这是该项活动首次在中
国举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发来贺
信，祝本次活动顺利圆满举行。全国
政协副主席何维、四川省政协主席
柯尊平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本次活动由全国政协主办、四
川省政协承办，在为期两天的活动
中，近 50 位来自韩国、日本的两国
国会议员和中国政协委员，将以围
棋对弈为媒介，切磋交流、以棋会
友，共同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何维代表中国政协向前来参加
活动的韩国、日本国会议员和中国
政协委员表示欢迎。他指出，围棋文
化是亚洲文明独具魅力的重要内
容，是中韩日三国共同的文化财富，

围棋交流活动的开展，有利于亚洲
古老文明的传承与发扬，有利于维
护国家间的和谐关系，有利于不断
拉近中韩日三国人民心灵的距离。
多年来，中国领导人一直致力于不
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
进步，中国政府也一直致力于推动
建立亚洲文明对话机制。正如习近
平主席指出的，面向未来，我们应该
把握大势，顺应潮流，努力把亚洲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成现实。中
国政协和韩国国会、日本国会都在
各自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促进三国合作行稳致远，是我们
当仁不让的责任。这次的围棋交流
活动，正是我们为贯彻亚洲文明对
话大会共识、推动落实三国领导人
在G20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上达成
共识的一次实际行动。紧转02版

中韩日三国委员（议员）围棋交流活动在蓉举行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增进相互理解交流

安倍晋三发来贺信 何维柯尊平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