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柴油车排放超标依然上路行驶

“逗硬”处罚
为强化移动源污染管控，严厉打击移动源超标

排放违法行为，进一步改善大气环境质量，2021年
以来，随着成都市移动源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深入，
尾气排放超标车辆的抽测和处罚力度进一步加大。
4月开始，成都市将逗硬超标柴油货车现场处罚，做
到“超标一起，处罚一起”。

4月7日，记者在监督抽测现场看到，成都市生
态环境局联合成都市公安交管局对路上行驶的柴
油车开展常态化人工监督抽测。对生态环境部门检
测发现的尾气排放超标车辆，交警部门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条款，现场开出了罚款 200
元的罚单。

“常态化的监督抽测和对超标车辆的现场处罚是
我市管控柴油货车的重要抓手，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
战、持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的重要环节。下一步，全市
生态环境系统和公安交管部门将形成合力，严厉打击
尾气不合格车辆上路行为，不放过每一辆超标车，有
效管控移动源排放带来的环境污染。”成都市生态环
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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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7日，成都再次释放大批
新机遇。机遇来自城市建设领域，
并且与“幸福”有关。

记者从成都市住建局获悉，
该局正式发布第四批城市建设工
程项目机会清单——《成都市住
建领域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机
会清单》。

《成都市住建领域幸福美好
生活十大工程机会清单》共计涵
盖了 4 大类 85 个项目，包括市政
基础设施项目 5 个，城市有机更
新项目72个，公建配套设施项目
2 个，“其他”类项目 6 个，其中包
含了“高铁片区绿道项目”“马家
沟特色街区”“东门市场片区城市
有机更新项目”“金鸡山公园”“凤
山家苑项目”……

这些片区待更新
■1.314爱情专线、马家沟、东郊
记忆……

城市的有机更新，意味着旧
城区多个片区将迎来改造，更换
新颜。

记者在清单的“城市有机更
新”类项目清单中看到，城市有机
更新项目类共计包含72个项目。
有“咨询策划需求、项目设计需
求”，有特色街区的改造，或片区风
貌整治需求等等。

例如锦江区的“1.314爱情专
线”项目，这一场景以浪漫爱情为
主题，以花卉产业为牵引，将春熙
路（太古里）时尚潮购商圈与兰桂
坊（九眼桥）餐饮潮娱商圈有机串

联，打造锦江公园最具特色城市形
象展示空间和人气消费场景空间。
根据需求清单显示，这一场景总投
资 4000 万，将打造“1.314 爱情专
线特色街区”。

锦江区的另一个城市有机更
新项目“马家沟特色街区”项目，则
是将打造以潮流、运动、生活、文
化、共享为主题的特色街区。这一
项目占地面积约11000平方米，建
筑面积约7000平方米，场景总投
资4000万元。

成华区的“东郊记忆艺术特
色文旅街区”则是将精品化打造

“蓝花楹道、黄花风铃道、樱花道、
香樟道、银杏道”五大特色街道，构
建“一河两园三街五道”多样化、潮
流化、艺术化的街巷生态景观体

系。改造范围面积约0.9平方公里，
改造面积约5.9万平方米，场景总
投资1.2亿元。

此外，城市有机更新项目还包
括“十陵街道灵龙东路特色街
区”、“沸腾小镇沸腾里特色街区”

“多子巷街特色街区”等等。

这些建设项目有需求释放
■金鸡山公园、蓝绸带二期……

记者在这批清单中看到，
清单中包含了一系列的市政基
础设施、公建配套设施等项目，
都有不同建设需求，希望高质
量的企业参与项目建设工作。

例如“市政基础设施”类项目
清单中，包括位于天府新区的“高
铁片区绿道项目”，项目需求是希

望符合项目需求的勘察、设计单
位加入，提供项目勘察、设计服
务。

位于简阳市赤水街道的“金
鸡山公园”项目，则是“公建配套
项目”中的一个，需求则是希望企
业提供设计服务。

清单中还包含“其他”类项
目。例如“简阳工业集中发展区迎
宾南路”项目就是其中之一，迎宾
南路全长约1586m，宽20m，项目
有建筑设计方面的需求。

此外，成都东部新区的蓝绸
带项目二期；天府新区的科诚路
项目、正兴 23 路项目等等，都在
此次《成都市住建领域幸福美好
生活十大工程机会清单》之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成都商报讯 4月7日，成都传媒集团和旗下
成都每经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每经）分别与人
民文旅信息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人民文
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成立于 2006 年的成都传媒集团，综合传播影
响力稳居全国报业集团第一方阵、总体经济规模连
续8年位列全国同类报业集团前三名。

每日经济新闻是国内主流财经全媒体平台，是
中国最具影响力、公信力和权威性的专业财经全媒
体之一。

人民文旅是人民日报社旗下《国家人文历史》
杂志社、人民网股份有限公司共同打造的专注于文
旅产业的融媒体和产业服务与发展的综合性融合
平台。

记者从签约现场获悉，成都传媒集团与人民文
旅将根据各自的背景与资源优势，在业务发展、产
业打造、人才、股权等方面建立深度的战略合作关
系。未来将在文旅项目、城市营销、国际传播、股权
投资等方面合作。

每经和人民文旅将围绕内容、活动、智库等展
开紧密合作。

“我们的合作是一个长期过程，将相互赋能，共
同实现资源嫁接、优势互补。”成都传媒集团相关负
责人在签约仪式上表示，通过共享行业信息和行业
资源，能提升成都传媒集团和人民文旅的市场开拓
与竞争能力，获取长远的市场利益。

人民文旅负责人则表示，合作对双方而言是
共赢，“人民文旅和成都传媒集团以及每经将站
在更好的舞台上，共同为城市营销提供更高、更
多的央媒传播平台，带来更高端、更国际化的文
创资源。”

合作共赢 相互赋能
成都传媒集团、每经分别与人民文旅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

成都第四批城市建设工程项目机会清单发布

4大类85个项目 住建领域再次释放大批机遇

长江口外，东海之滨，上港
集团洋山深水港区犹如一颗入
海明珠，推动上海港从“江河时
代”迈向“海洋时代”。上港集团
是中国首家整体上市的港口股
份制企业，以上海港为母港，以
码头管理和经营为核心主业，拥
有完整的港口业务体系，集装箱
班轮航线直达全球 300 多个港
口。2020 年，上海港实现集装箱
吞吐量 4350 万标准箱，连续 11
年位居全球集装箱港口首位。

古时丝绸之路驼铃声声，而
今中欧班列笛声悠悠。每当驾驶
火车头，牵引着长长“巨龙”风驰

电掣奔向欧洲，这座城市从内陆
腹地迈向开放高地的步伐就加
快了脚步。2020年成都的国际班
列和中欧班列开行量继续保持
全国前列，亚蓉欧班列开行同比
增长逾三成，中欧班列开行同比
增长近六成。

近年来，成都积极深度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加快建立起以
成都为主枢纽、西进欧洲、北上蒙
俄、东联日韩、南拓东盟的成都国
际班列线路网络和全球陆海货运
配送体系。目前，7条国际铁路通
道、5条国际铁海联运通道基本形
成，已连接境外58个城市。

沪蓉高速这条“黄金路”
拉满中国经济“开弓箭”

“十四五”规划纲要里有
一张中国都市圈和城市带分
布图，未来，中国经济的要素
和资源都将重点汇聚于此，
形成一片“高光地带”。

有学者根据这张图片提
取要素进行重绘，中国最重
要的5个区域，京津冀、长三
角、粤港澳、长江中游城市
群、成渝城市群构成了一把
弓箭，待发的箭将射向太平
洋的另一边。

G42 沪蓉高速公路，就
是这一簇箭矢。

连接 6 省市、穿越 70 公
里三峡库区的沪蓉高速，横
穿长江经济带，将长三角城
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成渝
经济圈连接在一起，极大地
增强了我国东、中、西部的经
济联系。公路沿线还有上海、
苏州、南京、成都、武汉、重庆
等 常 年 领 跑 我 国 地 级 市
GDP排行榜的城市。从这个
层面上说，沪蓉高速堪称一
条“黄金路”，其经济价值极
高，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做出
了巨大贡献。

跟随“沿着高速看中国”
主题宣传活动的脚步，让我
们从上海到成都，看看沪蓉
高速两头的节点城市，如何
绘就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宏
伟蓝图。

位于上海虹桥商务区核心
区的虹桥进口商品展示交易中
心坐拥虹桥交通枢纽，2小时内
能够达到国内主要城市。如今
虹桥品汇已汇集了来自70多个
国家（地区）的2000多个品牌，
20000多款商品。

成都高新综保区双流片
区自封关运行以来，依托保税
贸易优势已逐渐成为一座国
际进口商品的批发市场，国外
商品入境后以“保税”的形式
存储在这里，并通过“空铁联
运一单制”运输模式发向全
国。目前，成都航空口岸新开
通了水果、肉类指定口岸（指
定监管场地），形成七大口岸
集聚的大口岸格局。

除此之外，在枢纽周围还
汇聚了保税物流中心（B 型）、
国际快件中心、综合保税区等
优势平台，承载着以进出口为
特征的航空相关产业不断发
展。随着天府国际机场的投入
运营，今年，成都“一市两场”
格局将成型，更多的航空资源
加速向成都聚集。

“国内领先、国际一流、50
年不落后”，上海电气临港重
装备制造基地的目标是一个
聚焦国家战略、以振兴装备制
造业为己任的现代化装备制
造业产业集群。

目前，临港基地已建重型
厂房 40 万平方米，具备 1400
吨最大起吊能力和 5000 吨级
码头；拥有4000台（套）先进技
术装备，其中发电机动态试验
台，8.8.20 米数控龙门镗铣床
等“国际顶级”的大型、高端技
术装备约100台（套）。

而在沪蓉高速另一头的
成都，2020年电子信息产业规
模达 10065.7 亿元，同比增长
19.8%，成功迈入“万亿级”。

目前，成都电子信息产业
仅规上企业数量就已超过1400
户，从业人员超过 60 万，英特
尔、IBM、戴尔、华为等60余家
世界500强和国际知名公司相
继落户。成都高新区仅仅显示
产业就已经聚集了京东方、深
天马、TCL等龙头企业，形成了
从上游原材料、中游显示面板
到下游终端生产的全产业链。

眼下沪上一派春意盎然，
万芳吐蕊、花期渐盛，将在花
博会期间绽放最美姿态。第十
届 中 国 花 卉 博 览 会 将 于 2021
年 5 月 21 日～7 月 2 日在上海
市崇明区举行，为期 42 天。这
是首次在岛屿上、乡村中、森
林里举办花博盛会。届时，花
博园区百花绽放迎宾，精彩演
绎“花开中国梦”主题，将崇明
区打造成为一座“海上花岛”。
截至 2020 年底，崇明全区商品
花卉总种植面积 2.8 万亩，花卉
总产量达 3245.29 万枝（盆），年

销售额突破亿元。
川西平原上的成都市郫都

区，也刚迎来了一场春光烂漫的
盛会。随着成都天府大地艺术季
在成都市郫都区东林艺术村开
幕，袁隆平国际杂交水稻种业硅
谷与 350 亩金色油菜花田、林盘
间星罗棋布铺陈的 16 件大地艺
术装置作品共同勾勒乡村大地
新景观。2020 年，战旗村集体资
产达 7200 万元，集体经济收入
580 万余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达到 3.1 万余元，成为远近闻
名的乡村振兴样板。

杨浦滨江是上海乃至中国近
代工业最重要的发源地之一，形
成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众多“之最”，
包括中国第一家机器造纸厂、第
一座机器棉纺织厂、第一座陆上
水厂等等。百年工业遗存赋予了
杨浦滨江独特的空间特征，通过
对工业遗存的“再利用”、路径线索
的“新整合”、原生景观的“重修
复”，城市更新有了“催化剂”。

“母亲河”锦江环绕着成都

中心城区蜿蜒流淌，从空中俯
瞰，依傍锦江而建的锦江绿道仿
佛一条碧绿的走廊，将锦江与城
区、人与自然、静与动巧妙地融
合在了一起。

成都将锦江水生态治理和
锦江公园建设融入城市空间结
构重构的牵引工程，通过生态价
值的创造性转化，推动城市在经
济、文化多业态下有机更新，协
同发展。

跨越山海只为你跨越山海只为你

拿起你的镜头
记录下高速上的

动人瞬间
4 月 6 日，为迎接建党

100 周年，中宣部会同交通
部、文旅部等共同开展的

“沿着高速看中国”主题宣
传活动正式启动，并持续至
6 月底。作为主要参与媒体
之一，红星新闻联合微博、
抖音等国内头部平台，开展

“少年中国行——沿着高速
看中国”短视频创作大赛。
大赛面向百所高校、百支大
学生团队，征集以高速公路
为主题的百部短视频作品。
希望大学生们以青年视角，
生动展现“少年中国”发展
活力，献礼党的百年诞辰。

短短一天时间，活动已
吸引多位同学踊跃参与，他
们来自全国各大高校，以“90
后”“00后”为主。

■报名通道：
我们期待独特的你带来

独特的创意和多样化的表达
——一部高速公路的航拍大
片、一个高速公路沿线的村
庄变化、一位货车司机的温
暖故事、一首诗歌配上热血
混剪、一幅沙画讲述动人瞬
间，都是我们所期待的。

时长随意，3-5分钟为宜。
设备随意，如果你是摄

影发烧友，航拍也可。当然，
手机也不错，画质清晰即可。

■投稿方式：
请于5月10日前将作品

发送至邮箱177638026@qq.
com，请在邮件中注明“沿着
高速看中国”作品投稿，并留
下联系方式。

详情请加群咨询 QQ：
893712520。暗号：沿着高速看
中国。

一手牵起国际市场，一手
连接国内市场，沪蓉高速的两
头城市打造国际国内双循环的
战略链接。

从虹桥商务区到成都综保区

乡村振兴，将春意写进百姓心中。

从花博会到天府大地艺术季

因水而生，因水而兴，因水而美。

长江两头的城市，各美其美，焕发新生。

从杨浦滨江到锦江公园

东西双向互济、陆海内外联动，书写开放新格局。

从洋山深水港到成都国际铁路港

迈向世界级产业集群，经
济明珠点亮“制造强国”版图。

从上海电气临港基地
到成都电子产业功能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彭祥萍
摄影 张炎良

沪蓉高速两端连接着成都和上海 四川交投供图

位于青白江的成都铁路港

上接01版

高端节会提升行动
从今年开始，成都将陆续迎来重大国际赛事。

成都将实施高端节会提升行动，推进成都大运会各
项筹备工作，高质量举办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
成都马拉松、铁人三项世锦赛等重大国际赛事，以
及世界文化名城论坛·天府论坛、创意设计周、国际
数字版权交易博览会、世界川菜大会、第十三届中
国音乐金钟奖、蓉城之秋成都国际音乐季等重大品
牌活动，举办成都国际工业博览会等重大展会活动
超过950个。

消费场景升级行动
消费场景升级行动，将把文化大餐带入市民的

生活。成都将推出展现天府文化、极具成都印记的
新场景、新业态、新产品，打造一批特色鲜明的世界
级旅游休闲街区和乡村古镇，评选60家“新旅游·
潮成都”主题旅游目的地和20家A级林盘景区，创
建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

“爱成都·迎大运”全民健身活动4000场（次），
将释放成都的运动魅力。成都国际熊猫美食荟等40
个美食节会，评选发布100 家特色小店，将让成都
更“可口”。此外，成都还将进一步提升街头艺术表
演覆盖面，举办各类音乐演艺1500余场次，打造特
色“音乐+”消费场景，打造一个更动听的成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紧接01版 深化在蓉投资发展，共享机遇、共谋合
作、共创未来。成都将全力打造一流国际化营商环
境，为企业来蓉发展提供更加优质、更加精准的服
务保障。真诚邀请大家到成都街头走一走、看一看，
品尝地道美食，观赏山水美景，感受这座“雪山下的
公园城市”的独特魅力。

栾日成代表中粮集团向为本届糖酒会提供大
力支持的成都市委市政府表示感谢。他说，多年来，
中粮集团与成都市在粮油、食品、地产、金融、会展
等领域建立了广泛良好的合作关系。中粮集团将一
如既往把成都作为投资布局的重点区域，与成都开
展全方位战略合作，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希
望大家充分利用全国糖酒会这个大平台、大舞台，
加强沟通交流，深入洽谈合作，相互学习借鉴，共同
推动国内外产业链循环畅通和经济发展，携手开创
中国食品酒类产业发展和国际交流新局面。

本届糖酒会是全国糖酒会第 31 次与成都结
缘，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中国食品和酒类行业的
首个综合大展，总展出面积达21.5万平方米，吸引
了来自42个国家和地区的4106家参展商参展，展
览规模创历届之最，充分体现了食品和酒类行业对
未来发展的强烈信心。

副市长刘筱柳，四川天府新区管委会主任陈历
章，市政府秘书长周先毅，以及城市与企业嘉宾、行
业协会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