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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大假才刚刚结束几天，
四川省公招就拉开了大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22
日从四川省人社厅官网人事考试
专栏中看到，该网站已开始发布
2021年上半年公务员招考公告信
息。截至22日下午4点30分，已有
成都、绵阳、泸州、乐山等10个市
州发布“2021年上半年公开考试
录用公务员的公告”，其他市州岗
位信息还在陆续发布中。

有意报考的考生须注意，此
次招录采用网络方式报名。报名
时间为2021年2月24日至3月2日
上午8:00，报名网站为四川省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官网（http:
//rst.sc.gov.cn/）“ 人 事 考 试 ”专
栏。笔试时间为2021年3月27日。

记者从招考公告中看到，今
年，绝大部分岗位均面向应届毕

业生开放。

2003年出生可参加报考
应届硕博年龄放宽至40岁

根据当前已更新出炉的招考
公告显示，此次成都将公开考试
录用公务员和参照公务员法管理
机关（单位）工作人员394名。

其他市州方面，宜宾招录337
人；南充招录392人；德阳招录174
人；广元招录245人；凉山州招录
337人；阿坝州招录251人；乐山招
录124人；泸州招录132人；绵阳招
录222人。

根据招考公告，此次招考对象
为2021年高校应届毕业生和符合
职位要求的社会在职、非在职人员。

其中定向2021年高校应届毕
业生招考的职位，除2021年高校
应届毕业生外，以下两类人员也

可报考：一是国家统一招生的
2019、2020年普通高校毕业生离
校时和择业期内（国家规定择业
期为2年）未落实工作单位，其户
口、档案、组织关系仍保留在原毕
业学校，或者保留在各级毕业生
就业主管部门（毕业生就业指导
中心）、各级人才交流服务机构和
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毕业
生；二是2021年1月1日至7月31日
取得国（境）外学历学位、完成教
育部门学历认证且未落实工作单
位的留学回国人员。

根据招考公告，此次招考对
象的年龄在18～35周岁，在1985
年2月24日至2003年2月24日期间
出生。2021年高校应届毕业硕士、
博士研究生（非在职）可放宽到40
周岁，要求在1980年2月24日至
2003年2月24日期间出生。

成都岗位分析
所有岗位均面向应届生开放

此次成都公布了270个岗位，
共计招录394人。其中，邛崃市招
录人数最多，共14个岗位、53人。
锦江区、成华区、青羊区、武侯区、
金牛区，以及市直分别招录6人、
12人、10人、18人、22人和9人。

在市直招录单位中，记者看
到包括成都市档案馆、成都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成都市医
疗保障事务中心均有岗位招录。

与往年招考不同的是，成都
270个岗位的招考对象均为“2021
年高校应届毕业生”，或“2021年
高校应届毕业生和符合职位要求
的社会在职、非在职人员”。也就
是说，所有岗位均对应届生开放。

在各地纷纷加大力度“稳就

业”“保就业”的当下，对于高校毕
业生这一重要群体，四川省出台
了一系列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
相关举措。例如广元、南充等市
州，其招录岗位也均对应届生开
放。在公招中加大应届生的招录
数量，无疑正是加大力度促进高
校毕业生就业的一项重要举措。

【报考时间表】
报名：2021年2月24日至3月2日上
午8:00
确认缴费：2021年3月4日上午8:
00前登录报名网站确认缴费
打印准考证：2021年3月23日至3
月26日登录报名网站打印本人准
考证
笔试：2021年3月27日（星期六）
面试：暂定为2021年5月21日至5
月23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成都市交通运输局2月22日宣布，成都市域铁
路公交化运营改造一期工程正式投用，刷天府通坐
高铁也随着工程改造成为现实。

据介绍，经历了几天试运行后，用天府通坐高
铁正式上线。市民游客只需出示移动终端的天府通
App支付二维码，或是经实名认证的天府通卡轻轻
一刷，即可开闸进出站，无需再刷身份证验票。

目前，成灌成彭高铁开行的公交化动车组为74
对/日，高峰时段发车间隔控制在10分钟内，基本实
现随到随走。

天府通公司当天还透露，都江堰部分公交线路
已经可以用天府通了。

如何使用天府通坐高铁？天府通公司介绍了两
种方式，一是刷实体卡，二是扫二维码。但由于成灌
线属于铁路，乘坐前需要对天府通卡进行实名认
证。那么，实名认证麻烦吗？答案是否定的。在手机
上就能轻松完成实体卡的实名认证！

首先，打开天府通App，点击“更多”，找到“实
体卡绑卡”；然后选择绑定自己或者家人的卡，并拍
下清晰的卡号，确认无误后上传；最后填写乘车人
的身份证号，通过验证后，就绑定成功啦！

扫二维码坐成灌线的开通步骤更简单：打开天
府通App，在首页左上角点击“乘车二维码”；二维
码上方框内能看到切换选项--选择“市域铁路”，
再根据系统提示进行授权，确认开通后就成功啦！

天府通公司介绍，用天府通坐成灌线一定要保
证账户余额充足，至少要留足成灌线最高票价 15
元。刷开闸机后，系统会先从余额里预扣15元；等
你下车并成功支付车费后，就会退还余额。

/热点回应/
1、成彭线可以用天府通吗？
天府通公司：从2021年2月10日起，乘客无需

提前购票，可直接扫码使用天府通APP的市域铁路
乘车码，或刷卡使用经APP实名绑定过的天府通实
体卡，乘坐成灌线及彭州支线、离堆支线，使用时还
请自觉遵守铁路乘车相关规定。

2、用天府通乘车，座位怎么安排？需要对号入
座吗？

天府通公司：因扫码、刷卡乘车属于随到随走
的铁路公交化服务，不保证一定会有座位。

要确认是否有座位，可在扫码（刷卡）进站时，
注意观察闸机上方的屏幕，如显示有座位信息，请
记住车厢、座位信息对号入座；如无座位信息，请按
无座票乘车。如进站后忘记或无法确定座位信息，
请寻求列车人员帮助。天府通后续将进一步优化乘
车座位信息确认、查询功能。

3、绑定了花呗自动扣款，也必须保证充值有余
额吗？

天府通公司：对于扫码用户，请检查乘车码扣
款设置：只可选择电子天府通卡余额（余额建议不
低于15元），或者支付宝快捷支付。

也就是说，支付宝账户及关联银行卡余额必须
大于15元；花呗、信用卡可以预支15元也没问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你知道吗？今年春节，成都益
民菜市供应的蔬菜和猪肉分别达
到 1780 吨、377 吨，同比增长了 4
倍、10倍。成都提出实施“幸福美好
生活十大工程”，而其中的“生活成
本竞争力提升工程”中，便明确提
出提升生活物资市场保供能级。

成都益民集团相关负责人向
记者透露，该集团已制定《成都益
民供应链有限公司关于益民菜市
更新改造提升的工作实施方案》，

将在 2021 年至 2023 年对 121 个益
民菜市场进行升级改造，包括对经
营开办年限久，装修、设施设备严
重老化的市场，增添市场功能服务
区、提升盈利能力等。

上述负责人透露，今年内将首
先完成益民菜市“更新改造提升”
顶层设计规划，包括确立拟打造菜
市场的点位、形式、运营模式、视觉
导视、装修装饰、设施设备、信息系
统等要素，初步构建市场“更新改

造提升”标准模块。
比如，以围岛、货架等多种形

式对各业态布局，改造菜市场配
套设备，加强市场冷链设施设备
的投入，保证市场食品安全的精
细化管理；改变菜市场简单陈列
方式，添加陈列道具、营造商品销
售氛围，让商品销售更有故事性
与趣味性。

同时，增添市场功能服务区，
引入缝补、皮具维护、换锁配钥等

社区服务，强化与社区的联动共
建，解决社区孤寡老人、低保人群
的食材配送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内，成都
益民供应链有限公司还将在成都
市中心城区“5+2”范围内，选取30
家益民菜市进行优先升级改造，并
使改造后的市场在店面形象、消防
安全、服务水平等方面获得较大程
度的提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灯杆道旗哪些区域可以设置？需要走什么程序？
谁来管理？2月22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
都市政府官网获悉，为进一步规范灯杆道旗设置管
理，根据《成都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成都市
制定印发了《成都市灯杆道旗设置管理办法》。

该办法明确了灯杆道旗的定义、设置程序、区
域以及要求，适用于四川天府新区、成都东部新区、
成都高新区、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
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新都区、温江区、双流区、
郫都区、新津区，其他县（市）可参照本办法制定管
理办法。该办法所称灯杆道旗，是指在本市举办重
大活动（展览、会议、赛事、节庆等）时，利用城市道
路照明灯杆设置的，以道旗形状进行氛围营造的临
时性非营利的宣传设施。

根据该办法，如需设置灯杆道旗，应由重大活
动承办部门（单位）（以下简称“承办部门”）向市城
市管理部门申报，市城市管理部门统筹协调办理灯
杆道旗设置手续。经市城市管理部门同意后，由承
办部门联系路灯维护管理单位签定路灯杆使用协
议，办理安装事宜。

灯杆道旗设置应按《成都市灯杆道旗设置技术
规定》执行，应做到设施规范，结构安全，色彩美观，
内容健康。灯杆道旗应在重大活动开始前2日内安
装，结束后2日内拆除。未实施拆除的，由城市道路
路灯维护管理单位组织拆除，拆除所产生的费用由
承办部门承担。安装和拆除作业原则上应在晚上10
时至次日凌晨6时之间进行，不得影响交通秩序和
行人安全通行。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该办法，灯杆道旗原则上
只能在活动场馆及周边道路的灯杆上设置。天府广
场及周边、南北轴线（人民北路、人民中路、人民南
路、天府大道）、东西干道（蜀都大道东西段）、一环
路、二环路、三环路、金牛坝路、迎宾大道以及通往
四川天府国际机场、成都双流国际机场高速公路等
城市重要道路原则上不得设置灯杆道旗。确需设置
的，由承办部门报请市政府同意后按程序办理。

灯杆道旗谁安装，安装后谁负责维护？记者在该
办法中看到，承办部门是灯杆道旗管理的责任主体，
负责灯杆道旗内容审查，确保内容健康、用语规范；
负责灯杆道旗的安装、拆除、维护，确保安全无事故。

遇大风、暴雨等恶劣天气，承办部门应加大巡
查力度，及时进行道旗设施维护、修复，及时处置安
全隐患，确保设施功能完好，画面外观整洁。

同时，市、区城市管理部门应加强灯杆道旗设置
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城市道路路灯维护管理单位协
同承办部门负责灯杆道旗安全监管和维护工作。对
造成灯杆设施损坏的，由承办部门负责赔偿。另外，
重大活动、会议、节日庆典、公益宣传等对灯杆道旗
的设置有特殊要求的，按照市政府批准方案执行。

该办法自 2021 年 3 月 12 日起实施，有效期 2
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年

丰富“轨道+公交+慢行”多样化绿色出行

“回家的路”更有温度

串街链户 社区绿道打造“三店一馆”><

刚过去的一
个冬日寒夜，加
班回家的刘小姐
感到饥肠辘辘，
还有一丝凉意。
当走进孵化园地
铁站时，她惊喜
地发现面店还开
着，端上一碗酸
菜肉丝面，顿时
暖身又暖心。

这只是乘坐
地铁的成都上班
族通勤场景的一
个小小缩影。

2月 18日，
春节假期后的第
一个工作日，成
都再次释放大批
城市建设新机
遇，包括 10 个
TOD综合开发
项目，持续推进
通勤场景营造。
这10个项目中，
有“一站式全球
精选美食畅享小
镇”“电商+产业
生态小镇”，还有
“运动主题的未
来之城”等。按照
工作计划，今年
实施 7 个 TOD
综合开发项目。

成都提出实
施“幸福美好生
活十大工程”，其
中，城市通勤效
率提升工程将丰
富“轨道+公交+
慢行”多样化绿
色出行选择，构
建“通勤圈”“生
活圈”“商业圈”
高度融合的通勤
体系，让通勤场
景处处体现城市
温度，让“上班的
路”“回家的路”
更加舒适便利。
中心城区建成区
平均通勤时间缩
减到 35 分钟，
30分钟内通勤
人口占比达到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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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入缝补、换锁配钥等服务
成都年内将升级改造30家益民菜市

春节期间，成都地铁累计运送
旅客 1244.21 万乘次，去年新开通
的5条新线功不可没。

成都轨道交通线网运营里程
突破500公里，让地铁直达更多人
家门口，让更多人通勤时间变短，
让更多公园、绿道、综合体可以地
铁直达。500公里+之后，成都轨道
交通延伸幸福的脚步并未停下。

今年，成都轨道交通加快推进
8 号线二期、27 号线一期、30 号线
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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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项目的工程建设。同时加
快城市轨道交通第五期建设规划
编制报批准备工作，争取申报
150~200公里里程。

根据《成都市实施幸福美好生活
十大工程实施方案（2021-2025）》：

成都地铁开通运营及在建里
程将达850公里，轨道交通占公共
交通分担率达到 65%。“十四五”

末，中心城区公共交通占机动化出
行率达60%，轨道交通实现区（市）
县全覆盖。依托轨道交通站点，还
将全面优化公交线网。强化公交接
驳换乘，通勤时段轨道站点与公交
站点换乘时间不超过5分钟。常规
公交准点率提高10%，通勤时段常
规公交平均车速提高至 18 公里/
小时，平均候车时间降低至 5 分
钟。年内则新开及调整公交接驳线
路 20 条以上，开行东西城市轴线
快速公交。

22 日，成都市交通运输局宣
布成灌成彭高铁公交化运营正式
投用。今后，市民前往都江堰、青城
山、彭州市、郫都区，只需刷天府通
卡或二维码即可开闸进出站，将进
一步提升沿线市民出行通勤效率。

在铁路公交化方面，成都今年
还将加快推进成自铁路、成都枢纽
环线建设。未来5年，加快完善“二
环九射”铁路公交化网络，铁路公

交化运营里程达560公里。
在市域铁路方面，轨道交通资

阳线年前正式开工建设，预计
2024 年底通车试运营，引来成资
人民的一片欢呼。

城市通勤效率提升工程2021年
的工作计划提出，推进轨道交通项目
建设，做好多层次轨道交通的有机融
合、高效衔接。持续推进S3资阳线约
215公里续建工作，力争成德市域铁
路S11线、成眉市域铁路S5线年底前
完成项目可研编制并报批。

与此同时，深化完善“西控”区
域旅游环线轨道交通工程线站位
方案和投建管模式，力争西岭雪山
支线、青城山支线、天台山支线获
批并开工建设。

未来 5 年，成都将构建“多层
次、多制式”全域成网的轨道交通
体系，成德眉资轨道上的都市圈也
将构建起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节后复工，前往金融城、孵化
园、世纪城等办公区域的上班族又
多了一种通勤方式，那就是骑自行
车。从南中环路到南绕城的锦江自
行车专用道试点段串联锦江公园
东湖公园景区、交子公园景区及桂
溪景区，一路好风景。

这条自行车专用道双向四车
道，既是上下班高峰期的通勤路，也
是市民日常休闲的健身路，并具备
承办小型自行车赛事的能力。市民
徐女士就常常陪老伴来骑车，“春节

期间我们还带着全家大小都来锻
炼！”在自行车专用道两侧，一边是
人行步道，一边是滨水步道，经过交
通重组，打造“舒适慢行”系统。

提升慢行出行环境，正是城市
通勤效率提升工程2021年的工作
计划之一。根据计划，今年全市天
府绿道开工 800 公里、建成 600 公
里，建设1000条社区绿道，完善自
行车道200公里。

锦城公园完成环线 100 公里
一级绿道贯通，85 公里绕城高速

两侧透景透绿；大运会前累计完成
锦江公园绿道景观提升82.5公里，
含锦江自行车专用道（南中环路-
南绕城）6.2公里……

同时，推动社区绿道“串街链
户”。营造“回家的路”“上班的路”

“旅游的路”“上学的路”等生活场
景、消费场景，将绿道脉络延伸至
每一个城市功能分区和居民生活
社区，打造书店、花店、商店、咖啡
馆（茶馆）“三店一馆”基本设施，铺
就高品质生活的幸福底色。

><“十四五”末 轨道交通实现区（市）县全覆盖

四川省公招拉开大幕
24日开始报名 成都所有岗位对应届生开放

成都明确：
天府广场、南北轴线

一二三环路
原则上不设灯杆道旗

如何使用？如何实名认证？
用天府通坐高铁
乘坐攻略来了！

根据计划，
今年全市天府绿
道开工 800 公
里、建成600公
里，建设1000条
社区绿道，完善
自行车道200公
里。

今年，成都
轨道交通加快推
进8号线二期、
27号线一期、30
号线一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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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
项目的工程建
设。

“十四五”
末，中心城区公
共交通占机动化
出行率达60%，
轨道交通实现区
（市）县全覆盖。
强化公交接驳换
乘，通勤时段轨
道站点与公交站
点换乘时间不超
过5分钟。

国华街自行车专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