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票预售期调整为15天 开车前8天及以上退票免费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2021年1月14日 星期四
农历庚子年十二月初二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73
总编辑 李少军

邮发代号：61-604

成都传媒集团主办

值班编委 饶劲

今日市区

成都商报社出版

第9332期

记者13日从中国国家铁
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
配合各地政府落实疫情防控
常态化措施，避免重复购票
退票给旅客带来不便，自发
售 2021 年 2 月 12 日（正 月 初
一）车票起，铁路车票预售期
调整为15天，即1月29日起售
2021年2月12日（正月初一）
车票。1月14日至1月28日，只

发售2月11日（除夕）及以前
的车票。
自1月29日起，旅客可在
同一起售时间通过12306 网
站、铁路12306手机App、电话
订票、自动售票机、车站窗口
和代售点方式购买车票，具
体起售时间可通过12306 网
站（含客户端）查询。
自 1 月 14 日 起 ，旅 客 因

行程改变需退票的，免收退
票费的时间期限由原规定
的 开 车 前 15 天 以 上 同 比 例
调整为开车前8天（含当日）
以上；7天及以内退票的，仍
按48小时以上、48~24小时、
24 小 时 以 内 梯 次 退 票 收 费
规定执行；办理改签和变更
到站业务时，仍不收取改签
费用。
据新华社

多云间晴 -2~11℃ 南风 1～2级

因公园城市而生
注册资本30亿元

“十四五”
成都首个
市属国企诞生

高温超导高速磁浮
工程化样车成都启用

有望创造大气环境下
陆地交通速度新纪录

结合未来真空管道技术
远期瞄准时速1000千米
高温超导磁浮交通技术拥有无源
自稳定、结构简单、节能、无化学和噪声
污染、安全舒适、运行成本低等优点，是
理想的新型轨道交通工具，适用于多种
速度域，尤其适合高及超高速线路的运
行；其具有自悬浮、自导向、自稳定的特
征，适合未来的真空管道交通运输，高
温超导磁浮列车在低真空状态下，理论
预计速度可高于时速1000千米。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超高速真
空管道磁浮交通研究中心副
主任邓自刚说，该项目
的建成是推动高
温超导高速
磁 浮 技
术走

向工程化的重要实施步骤，可实现高温
超导高速磁浮样车的悬浮、
导向、
牵引、
制
动等基本功能。
下一步结合未来真空管道
技术，
开发填补陆地交通和航空交通速度
空白的综合交通系统，
将为远期向1000千
米/小时以上速度值的突破奠定基础，从
而构建陆地交通运输的全新模式，
引发轨
道交通发展的前瞻性、
颠覆性变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瑾 许雯 综合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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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黑科技”接连亮相

列车悬浮轨道之上
“女生都能推动”

在蓉攻坚40年
“这是成都原创”

听起来很酷的磁悬浮列车
到底长啥样？记者现场体验了
一番。
和以往我们所看到的列车
有所不同，这辆磁悬浮列车的
设计极具科技感，扁平的车头
和整体的流线设计给人一种穿
越未来的感觉。走进车厢，依旧
是满满的科技感，既有传统车
厢内的座位设计，但又区别于
传统列车，比如车头设有控制
台，列车为自动化运行，无需列
车长操作，但在运行中，如遇到
特殊情况时，列车长能够对列
车进行制动。
据成都西南交通大学设计
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
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总设计
师吴自立介绍，此条试验线的
列车完全悬浮于轨道之上，使
得整体阻力大大减小，
“阻力几
乎为零，一个女生都能将列车
推动，这样的设计更有利于达
到更高的速度。
”
列车悬浮于轨道之上如何
运行？其动力又来自哪里？吴自
立表示，列车的动力依旧源自
于电能，通过直线电机来驱动，
但区别就在于悬浮不需要电
能，
“若高温超导技术加上真空
管道，我们这个技术是有望突
破800公里或者更高的时速。”
他表示，
这项技术将运用在
全速度领域，
涵盖了从低速、高
速再到超高速，
但优先会考虑到
运用在城际之间，
以此实现两个
大城市之间的速度连接，
有利于
城市之间的经济发展。

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
化样车及试验线的消息登上各大平台
后，
其诞生地成都再次被各方聚焦。
高
温超导高速磁浮交通样车验证段建设
项目位于成都西南交通大学九里校区
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验证段全
长165米，
建设占地约1250平方米。
“这是四川原创，成都原创，西南
交大的原创，”在谈及这项突破时，西
南交通大学教授、超高速真空管道磁
浮交通研究中心副主任邓自刚介绍，
该项技术诞生于西南交通大学，由学
校王家树、王素玉两位教授原创，自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在成都进行
研发。40年来，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
力与艰苦奋斗，建立起了高温超导磁
浮电磁热力耦合模型，形成了车载高
温超导体永磁轨道相互作用理论，构
建了高温超导磁浮车轨耦合动力学
模型，突破了大载重、高速高温超导
悬浮技术，掌握了高温超导高速磁浮
列车及其运行系统的设计技术。
2020年开始，西南交通大学联合
中 国中 车、中 国中铁等 单位协同攻
关，共同开展高温超导磁浮工程化样
车和试验线的工程化实践，成功建立
了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列车系统集成
技术体系。
“虽然受到了疫情的影响，
但所有人员都坚守在一线，从去年国
庆节后开始施工，仅几个月时间就完
成了样车及试验线。
”
邓自刚谈到，
高温超导磁浮列车要
想实现真正的运营，需要解决多个难
点。
比如，
解决载重、
研究如何让车更好
地浮起来，研究速度对列车的影响等
等。
邓自刚还透露，
未来等列车正式投
入使用，
落地成都的时候，
还将在车身、
车厢的设计上加入更多成都元素。

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车及试验线启用仪式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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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车驾驶台

样车内部

新华社发

1月13日，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
车及试验线在成都下线。而仅仅在6天前的1月7日，全
国首列5G通信全自动驾驶新一代市域A型列车也在
成都下线。
“ 十四五”开局之年，轨道交通大放异彩，捷
报频传！
当前，成都正处在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等新时代风口。随着
成都轨道交通产业不断发力，高科技“成都造”将接连涌
现。飞跑的列车，提高的不仅是市民的通勤效率，还将牵
引一个千亿产业的腾飞。在这背后，不仅仅是轨道交通
“成都造”
的突破，
更是校院企地融合集聚创新资源。
在“十四五”末期，成都轨道交通总运营及在建里程
数有望达到850公里以上，将为轨道交通产业生态圈提
供广阔的市场支撑。

从轨道交通“第四城”到千亿产业
轨道交通产业链条齐备
新筑股份研制的有轨电车已通过CRCC认证，内嵌
式“中低速磁浮综合试验线”已投入使用；中车成都公司
研制的新一代全自动市域A型列车等新产品已顺利下
线，联合西南交大正加紧新一代氢燃料混合动力有轨电
车研制；中唐空铁研制的新能源空轨已完成4万公里试
验数据采集；中铁二院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承担的海外
工程已突破百项；全球范围内有近2.6万台风机使用成
都天马铁路轴承公司的产品；西南交大近20项核心技
术，以及成都运达等近10个成都企业研制生产的10余类
产品，
在“复兴号”
动车组上已得到应用。
此外，阿尔斯通、时代电气、今创、新誉等近百个重
点项目签约落户，整车年产能突破2000辆，车辆装备本
地配套率达40%，成都已具备地铁、有轨电车、悬挂式单
轨等整车制造能力，以及中低速磁悬浮、动车组等轨道
交通产品研制生产条件。
下转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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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城市发展专业智库
覆盖公园城市建设方方面面

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
“面向未来，集团将立
足于承担成都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城市战
略任务，立志成为城市发展专业智库、面向城市
建设和运营开展全过程服务的创新引领者、设计
咨询行业改革与发展创新的开拓者”。
具体而言，
在智库方面，
集团将持续跟踪研究
城市经济、产业、文化、生态、建设和营运的基础
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大幅提升对城市科学发
展的研究与咨询能力，
为城市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同时，集团还将提升全过程咨询服务能力，
实现项目高完成度落地实施，成为为城市建设和
运营提供全方位、全过程、全生命周期高品质综
合解决方案的集成服务供应商。
在设计咨询行业改革与创新方面，
集团将在业
务创新、
技术创新、
管理创新、
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
力求走在行业前列。
“我们的业务基本上覆盖了公
园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我们将不断提高服务能
力，
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公园城市综合服务商。
”

未来

为什么是成都？

城市建设高端智库
公园城市建设系统服务集成供应商

成都设计咨询集团是由成都市政府（市财政
局）出资、成都市国资委作为出资人代表注册成
立的承担成都市战略任务、参与市场竞争的国有
独资公司。
成都设计咨询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成都设
计咨询集团是成都城市建设的高端智库、公园城
市建设系统服务的集成供应商，
“注册背后，是市
委、市政府立足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
示范区的战略考量，是推动我市设计咨询资源高
效运营和国有企业专业发展的战略需要。”
该集团注册所在地“成都东部新区”，不仅是
公园城市理念落地的试验田和示范区，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两区一城”的建设中也具有
重要战略意义。

业务

据介绍，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
样车及试验线项目位于西南交通大学
牵引动力国家重点实验室，验证段全长
165米。记者看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
程化样车车头采用流线设计，形状如子
弹头。不同于高铁靠车载电源驱动在钢
轨上“奔跑”，该样车悬浮在永磁轨道
上，轨道中间铺有直线电机，在车子底
部装有超导悬浮装置替代了车轮。
据悉，该样车采用全碳纤维轻
量化车体、低阻力头型、大载重
高温超导磁浮技术等新技术
和新工艺，设计时速620
千米，有望创造在大
气环境下陆地交

通的速度新纪录。

定位

1月13日，一节银黑相间的工程化
样车在位于成都的试验线上缓缓行驶。
这是由我国自主研发设计、自主制造的
世界首台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样
车及试验线正式启用，设计时速620千
米，标志着高温超导高速磁浮工程化研
究实现从无到有的突破，将对我国轨道
交通现代化事业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
响。当天，在位于成都的西南交通大学
九里堤校区举行了启用仪式。

1月13日，成都设计咨询集团以30亿元注册
资本在成都东部新区完成工商注册，这也是成都
东部新区截至目前注册资本最大的总部企业。成
都设计咨询集团是成都市政府出资注册成立的
国有独资公司，作为城市发展的专业型智库，该
集团将致力于为成都公园城市建设和运营提供
全方位、全过程、全生命周期综合解决方案。
“十四五”
开局，
成都定下
“基本建成践行新发
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
的目标。
因公园城市建
设应运而生的成都设计咨询集团，
也是成都在
“十
四五”
时期组建的首个市属国有独资公司。

立足成都、放眼全球
擦亮“成都设计咨询”城市品牌

龙泉山森林公园丹景阁、丹景里、丹景亭，中
国西部国际博览城（一期），天府锦城绿道，锦城
湖，白鹿镇露天音乐厅……这些“打卡地”都有该
集团参与的身影。集团还曾参与承担四川省、成
都市建设主管部门主持编制的技术标准、规程及
导则100余项。
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集团还将严格按
照成都市委、市政府的系列部署和重大要求，以
擦亮“成都设计咨询”品牌为己任，深度培植集团
立足成都、面向中国、放眼全球市场的核心竞争
力，努力将集团打造成为西部领先、全国一流、国
际知名的创新型设计咨询集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龚靖杰

川渝跨区域消费纠纷
今后可就地维权

1月13日，记者从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
会获悉，重庆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与四川省
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日前联合下发了《关于建
立川渝异地消费维权机制的通知》，今后两地消
费者在任何一地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时产生消
费纠纷，均可在其住所地进行投诉，降低往返两
地的维权成本。
及时移转异地消费投诉，是川渝异地消费维
权机制的一大亮点。据介绍，今后两地消费者在
重庆、四川区域内购买商品或接受服务，合法权
益受到损害的，可向其住所地的消委（协）投诉。
接收投诉的消委（协）应当认真、详细地了解、记
录投诉的有关情况，同时对消费者提供的相关证
据材料作出初步认定，并通过网络、信函或传真，
将该投诉转至被投诉方经营地的消费者组织。
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两地首先接到投诉的消委（协）要及时将相
关投诉信息进行跨区域通报，两地消委（协）可联
合开展投诉处置。同时，还将畅通违法案例的移
送渠道。收到消费者投诉所在地消委（协）如发现
异地经营者有严重违法行为的，应及时向对方消
委（协）提供线索，并由经营者所在消委（协）向当
地相关行政部门进行移送予以查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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