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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险一线抢险一线
黄龙溪古镇

上演“5厘米拉锯战”

最美逆行最美逆行
公交车6点过运行

她凌晨5点开始巡线

●12日晚到13日白天
阵雨或雷雨转阴天间多云，雨

量小雨到中雨，东部部分地方大雨
到暴雨，个别地方大暴雨，雷雨时有
短时阵性大风，气温20～28℃
●13日晚到14日白天

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气
温22～32℃；
●14日晚到15日白天

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到
大雨，局部地方暴雨，气温23～31℃。

天气预报

四川发布山洪灾害黄色预警

这些地方
小心山洪灾害

成都发布地灾风险预警

彭州都江堰崇州
地灾风险较高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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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
进一步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
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指出，当前国际
疫情持续蔓延，世界经济严
重衰退，我国外贸外资面临
复杂严峻形势。要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稳住外贸

外资基本盘的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
策部署，做好“六稳”工作、落
实“六保”任务，进一步加强
稳外贸稳外资工作，稳住外
贸主体，稳住产业链供应链。

《意见》提出15项稳外
贸稳外资政策措施，主要内
容包括：一是加大财税金融

支持。鼓励外商来华投资设
立研发中心。二是发展贸易
新业态新模式。三是提升通
关和人员往来便利化水平。
在有条件的口岸推广口岸
收费“一站式阳光价格”。四
是支持重点产业和重点企
业。鼓励外资更多投向高新
技术产业。

三双“千里眼”
精确找到积水点

“北星大道出现积水，需要确认”，11
日下午3点半左右，锦江区红星路一段9
号成都市城管委道桥监管中心二楼的监
控大厅中，不时会有工作人员大声喊出
待确认的积水点位。而随之而来的则是
一阵“嗒嗒嗒”的鼠标和键盘敲击声。

监控大厅一侧长约八米、两米多高
的监控显示屏占据了一整面墙。左侧屏
幕实时显示的9组道桥画面只是监控中
很小的一部分。“共享的智能交通和公
安‘天网’视频监控系统，以及市道桥监
管中心自建的视频点位，有三双‘千里
眼’，形成三重保障。”工作人员表示，一
旦接到具体点位需要核实，三个工作人
员利用上述系统，同时进行视频巡查。

“找到了！”大屏幕上随即出现了北
星大道具体的积水点位。从接到大概方
位，到精确找到积水点，前后大约两分
钟。期间，电话和对讲机不时响起，不断
有需要确认的点位涌向监控大厅。“我
们在视频上找到具体点位越快，应急处
置工作才能快速高效开展，除了具体地
址，需要出动多少人和设备，也是看到
实时画面才能确认的”。

和家人的默契
“雨天注意安全”=“不回家吃饭”

下午3点40分左右，监管中心所属
维护单位抢险人员李良驹全身已经找
不到一块干的地方。大约20分钟前，工
作人员在监视屏上看到，二环高架营门
口立交处出现积水，至现场工作人员小
腿肚。李良驹和同事很快赶到现场，把
路边的水篦子打开，加快排水速度。经

应急处置，积水排走，又可以看到地上
的白色标识线了。

下午5点过，天空又亮了起来，雨势
逐渐减小。成都市城管委道桥监管中心
信息管理科科长范兴华拿手机给同事
看，“我老婆问我今天是不是不回去
了”。“我给她发的‘雨天注意安全’，她
回‘晓得了’，就懂了。”另外一位工作人
员说，雨稍微下大点，暗号一对，家里就
不会留饭了。

“还要看下积水排走没，其他问题
解决了没。解决了才算完。”7点左右，监
控大厅有两位工作人员，一位在翻看着
之前出现积水点位的实时视频；另一位
在看桥梁健康检测系统提供的实时数
据，包括桥梁的温度、水流的冲击力等。

“刚才天气预报说，今晚可能还会有雨，
所以全部都要检查一遍”。

为何叫“月亮部队”
桥梁维护一般都是在夜里

一直盯着屏幕会眼花吗？晚上会
犯困吗？“早就习惯了。”工作人员笑着
说，道桥人有一个外号叫“月亮部队”。
因为像修补路面以及桥梁检修维护，一
般都是在夜间进行，一线工作人员才是
辛苦。安静的夜里，监控视频里的他们，
也是维护城市安全的英雄。

截至11日18时，监管中心累计投入
巡查及抢险车辆43台，巡查排查人员
113人，应急处置人员115人次；移动电
源泵车及水泵发电机累计11台次。

晚上11点，窗外的雨声又大了起
来，监管中心二楼监控大厅的对讲机又
发出了呼叫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林
聪 摄影记者 刘海韵

雨夜，有他们紧盯桥梁路面

成都,放心入眠
走进成都市城管委道桥监管中心监控大厅

8月11日晚，大雨过后，天气凉
爽，可以睡个好觉。然而，有一支“月
亮部队”却守在屏幕前,监控着雨情。

他们是谁？11日，大雨中，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走进了成都市
道桥管理的“大脑”——成都市城
管委道桥监管中心监控大厅。

城市之

眼眼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意见》
进一步做好稳外贸稳外资工作

成都暴雨预警降为黄色

今起三天雨量稍减
本周日将再增强

8月12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获悉，前
日8时至昨日10时，盆地西部、川西高
原东部降大到暴雨，部分地方降大暴
雨，成都、德阳、绵阳、广元、眉山局部
降特大暴雨，降雨量超过250毫米的有
17县66站，笼罩范围1500余平方公里，
最大为什邡市师古站463.8毫米。

四川：转移群众4万余人

受强降雨影响，四川省内14条江河
20站水位涨幅超5米，最大涨幅为芦山县
芦山站7.98米。据初步统计，强降雨导致
成都、德阳、绵阳、广元、雅安、眉山等地
10.7万人受灾，转移安置群众4万余人。

四川省水利厅派出工作组已于11
日分赴雅安、绵阳、广元、阿坝等地，实
地指导地方开展抢险救灾工作。

昨天下午4点，四川省气象台继续
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12日20时到
13日20时，巴中、南充、遂宁、资阳、内
江、自贡、宜宾7市和广元、绵阳、德阳、
成都、眉山、乐山6市东部、泸州北部、
凉山州东北部有暴雨（雨量50～80毫
米），部分地方有大暴雨（雨量100～
180毫米），广元、巴中、南充3市的个别
地方雨量可达200～250毫米。

成都东部将是降水重点

经历两次升级后，昨天成都的预

警降级了。也是在4点，成都市气象台
将11日发布的暴雨橙色预警更新为暴
雨黄色预警，预计12日20时到13日20
时成都市阵雨或雷雨转阴天间多云，
雨量中雨，其中天府新区、东部新区、
龙泉驿、青白江、金堂和简阳的部分地
方暴雨，个别地方大暴雨，成都东部区
域将成为接下来降水的重点。

成都市气象台介绍，“预计13、
14、15号降雨量会稍微减弱一点，不
过，16日前后降雨会再次增强”，而
从未来3天看，至少成都不是四川的
暴雨中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
燕 胡挺 彭惊 彭亮

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成都
市气象局8月12日16时00分对2020年
第7号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进行第
2次更新：预计从12日20时00分起的
16小时内，彭州、都江堰、崇州、大邑、
邛崃、蒲江、天府新区、东部新区、龙
泉、金堂、青白江、简阳、新津、双流地
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三级，发
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

8月12日18时许，四川省防汛抗
旱指挥部发布山洪灾害黄色预警，
2020年8月12日20时至13日20时，苍
溪、阆中、南部、射洪、蓬溪等县（市、
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
色）。旺苍、剑阁、南江、通江、巴州、恩
阳、仪陇、营山、盐亭、金堂、简阳等县
（市、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

连日暴雨致邛崃羊安街道低洼处积水，当地紧急转移3000余名群众

监控大厅

发现问题，现场排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全球各
行业正加速数字化转型和全球商业
布局。

12日，成都高新交子金融科技
高峰论坛暨2020 CGMA 100北亚
管理会计领袖峰会在成都举办，采
用“线上+线下”的形式，邀请国内
外金融科技行业、管理会计学术和
研究机构的各界人士，共话数字经
济时代金融科技的机遇与挑战，及
后疫情时代的商业转型。会议全程
对外直播，为听众带来财经界的最
新发展和后疫情时代金融科技的
最新动向。活动现场，全球最大的
管理会计师专业组织——CIMA
英国皇家特许管理会计师公会和
成都高新区对外宣布签署合作备
忘录并达成战略伙伴关系。

根据合作备忘录，双方就共同
推动成都乃至西部地区金融科技行

业发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掌握领
先金融科技技能的高级管理会计人
才达成共识。具体来看，双方约定互
为战略合作伙伴并联合举办年度论
坛。CIMA英国皇家特许管理会计
师公会将利用其平台优势，为成都
高新区发展提供相应的咨询服务。
此外，双方还将共同在成都高新区
范围内培养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端
金融、财经和数字化人才。

作为西部金融高地，成都已吸
引世界500强企业301家落户，是除
北京、上海以外内地第三个“双机
场”枢纽城市，目前聚集各类金融机
构及中介服务机构2700多家，金融
业从业人员达23万人，在全球金融
中心指数排名74位、全国金融中心
指数排名第5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
燕 彭祥萍

深化合作
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中心
范锐平会见中科曙光总裁历军一行

CIMA牵手高新区
共同培养高端金融人才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张家华） 8月12日，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范锐平会见了中科曙光总裁
历军一行，双方围绕进一步深化合
作深入交换了意见。

范锐平说，当前成都正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
神，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战略机遇，融入“双循环”、唱好“双
城记”，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聚力
创新，加快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增长
极和动力源。电子信息是成都的支
柱产业，中科曙光是中国信息产业
的领军企业，双方合作基础良好、
市场广阔。希望双方进一步发挥各
自优势，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前
沿医学、能源互联网、区块链等领
域，携手推进天府实验室建设，提

升科技创新能力，共建电子信息产
业生态圈、创新生态链，助力成都
加快建设科技创新中心，更好满足
市民美好生活需要。成都也将一如
既往地为企业提供精准的政策支
持、贴心的服务保障，实现互利共
赢、共同发展。

历军说，成都是天府之国，拥有
宜业宜居宜商的良好环境。中科曙
光将抢抓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战略机遇，进一步深化双方合作，扩
大在蓉投资布局，聚焦重点领域加
快科研攻关，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应
用，助力成都电子信息产业高质量
发展，更好服务国家改革发展大局。

市领导田蓉，四川天府新区管
委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刘任远参
加会见。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常斐）
当前，我市防汛应急响应等级已升
为Ⅲ级。昨日，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王凤朝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暨
防汛减灾工作调度会，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
生产、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和系
列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防
范胜于救灾意识，按照中央、省、市
部署安排，坚持把维护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
处，采取更加有力措施抓紧抓实抓
细安全生产、防汛减灾各项工作，
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攻坚战。

根据气象分析，今年我市汛期
降雨量较常年偏多1成，8月出现集
中降水的风险很大，未来10天将有
三次大范围的暴雨到大暴雨天气
过程，全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
灾形势严峻。

王凤朝强调，一要坚持警钟长
鸣、举一反三，全面加强危险化学
品安全生产工作。立即开展易燃易
爆品安全大排查大检查，加大危化
品打非治违力度；加快补齐危险化

学品全链条监管短板，切实抓好危
化品“两重点一重大”安全监管，标
本兼治、提升危险化学品安全治理
水平。二要坚持盯住重点、精准发
力，着力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重大风
险。深入推进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
年行动，扎实开展森林草原防灭火
和城乡防火专项整治，强化城市运
行风险综合监测预警，防范有限空
间作业中毒窒息事故发生，加强暑
期涉水安全监管，全力创建国家首
批安全发展示范城市。三要坚持提
前研判、全力以赴，抓实抓细防汛
减灾工作。加强预测预警，强化风险
排查和动态整治，确保隐患整改到
位；全力做好防汛减灾应急准备，强
化应急预案演练，常态化组织模拟
多场景、多时段“双盲”实战演练，检
验预案可操作性；按照实战化要求
做好救灾物资准备，抓实抓细超标
洪水、山洪灾害防御，严防城市内
涝，做好龙泉山以东地区抗旱工作；
进一步提升救灾处置能力，强化科
学救灾，一旦发生险情灾情，第一
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做到快速响
应、有效救援。紧转03版

牢固树立防范胜于救灾意识
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攻坚战

王凤朝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暨防汛
减灾工作调度会

8 月11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
同意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试点的批复》，原则同意商务部提
出的《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试点总体方案》，同意在北京、天
津、上海、重庆（涪陵区等 21 个市
辖区）、海南、大连、厦门、青岛、深
圳、石家庄、长春、哈尔滨、南京、苏

州、杭州、合肥、济南、威海、武汉、
广州、成都、贵阳、昆明、西安、乌鲁
木齐和河北雄安新区、贵州贵安新
区、陕西西咸新区等 28 个省、市
（区域）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
展试点。全面深化试点期限为 3
年，自批复之日起算。

据经济日报

成都获批
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