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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港行李全程追踪
酒店、地铁处部署行李托运

到天府国际机场赶飞机，行李系统七个“首次”让旅客智慧出行
“天府国际机场的行李系

统实现七个‘首次’，精准服务
天府机场旅客智慧出行。”6月
23日下午，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媒体探访日采访活动上，中国
民航局第二研究所党委委员、
副所长赖从沛向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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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川渝住建部门首次联合发
布机会清单，涵盖八大领域，包含2185
条需求信息，投资总额高达5300亿元。

此次发布的机会清单涉及多个重
庆区县和四川市州，涵盖了基础设施
建设、城市更新、园林景观建设、产业
园区建设、特色小镇打造、场景街区打
造、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等八大领域，
包含2185条需求信息，投资总额高达

5300亿元。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在现场了解到，此次推出的机会清单，
除开幕式上重点推荐外，还将动态更
新、定期发布。

首批重点推荐的机会清单中，
包含128条需求信息，投资总额超过
2577亿元，涉及基础设施建设、城市
更新、园林景观建设、产业园区建
设、小城镇建设、场景街区打造等多

个方面。
川渝住建博览会主办方相关负责

人表示，此次发布的机会清单项目，诚
挚欢迎广大具有技术力量、管理能力
和资金实力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通过PPP、招标、投标、联合开发等形
式开展合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培
哲 彭惊

6月23日上午，首届川渝住房城乡
建设博览会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
中心开幕，此次博览会强调川渝合作，
共建高品质生活宜居地。本届住博会将
举办至6月25日。为期三天的住博会，吸
引了来自英国、意大利、新加坡等8个国
家和地区，成都、自贡、合川、万州等40
个市（州）、区（县）的近300家行业领军
企业参加展会。

首届川渝住博会展馆规模为4.8
万平方米，设置川渝区域合作示范展
区、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建设展区、绿色
生态发展展区、新型建筑工业化与智
能建造展区、城市建设与智慧城市展
区、现代美好生活与智慧居家展区六
大展区。

川渝区域合作示范展区将集中
展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历程、
川渝毗邻地区城市群建设和区域合
作、川渝住建合作重大项目、建筑市
场一体化发展等方面取得的合作成
果。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建设展区重点

展示来川渝两地在住房安居建设、城
市更新、老旧小区改造、公园城市建
设、历史文化名城建设等生态宜居建
设方面的突出成果、项目和技术……
这些展区，展现了川渝两地城乡建设
成果，展出新型建筑工业化与智能建
造、绿色建筑、智慧家居、海绵城市、
装配式建筑等一大批住建领域成熟
案例与多项高科技产品。

同时，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建筑
科学研究院、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四
川大学、重庆大学等科研院所和知名
高校的专家学者将开启川渝高品质生
活宜居地建设高峰论坛、国际城乡建
设发展合作论坛、川渝古镇古村落保
护发展论坛主论坛等多个高端论坛。

同时，多个重大项目在住博会上
成功签约，涉及新型材料环保产业、现
代建筑科技产业、金融支持住房城乡
建设行业发展等内容。重庆市南川区
人民政府与安徽海螺水泥股份有限公
司签订绿色新型材料环保产业项目建

设战略合作协议。简阳市人民政府与
四川华西集团有限公司签订四川省现
代建筑科技产业园（成都）核心示范区
框架合作协议。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分别与国家开发银行四川省分
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
省分行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还与中国
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行签
订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战略合作协
议。

四川省住建厅相关负责人表
示，首届川渝住博会通过展览展示
和论坛活动等，将进一步密切川渝
两地住建领域的合作，将“高品质生
活宜居地”建设推向纵深发展。据了
解，四川与重庆将一起携手，努力把
川渝住博会打造成为全方位展示川
渝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共建成果，全
面推动川渝住建重大项目孵化和科
技成果转化，畅通产业、贸易、资本、
人才对接交流的重要平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我省2021年普通高校对口招
生、藏彝文一类模式高考录取控
制分数线已确定，如下：
对口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

一、对口招生本科批：农林牧
渔类 566分；土木水利类 548分；
财经商贸类 554分；信息技术一
类 581分；信息技术二类 507分；
加工制造类 547分；公共管理与
服务类 539分；旅游服务一类
539分；旅游服务二类 498分；轻
纺食品类 485分；医药卫生类
506分；材料类 487分；教育类
487分；汽车类 481分。

二、对口招生专科批：各专业
类别均为140分。
藏彝文一类模式高考录取控制分
数线

一、本科：藏文专业文科：335
分； 理科：295分；

彝文专业文科：360分；理科：
350分。

二、高职（专科）
文科：150分；理科：150分。

据四川教育考试院

日前，记者从成都市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获悉，《成都市商品交
易市场疏解提升实施规划和导则
（2020-2035年）》（以下简称《规
划》）正式公布。

《规划》提出，成都市将以“疏
解调迁一批”“转型提升一批”为
总体思路，加强商品交易市场的
合理布局。根据《规划》，成都近期
至2022年，远期至2035年，将逐步
关闭疏解一批“中优”区域商品交
易市场，进一步优化全市商品交
易市场空间布局，建立健全层次
清晰、布局合理、功能完善的商
品交易市场体系，激发城市消费
潜力。

疏解调迁类市场将被外迁

根据《规划》，重点疏解实
施范围为“中优”区域，即五环
路以内区域（龙泉驿区部分以
车城大道为界），面积约1264平
方公里。

对于疏解调迁的市场，《规
划》提出，对与城市片区功能定
位和规划不符，土地利用效率
低，以及对城市交通、生活环境、
市容市貌等有重大影响的商品
交易市场实施疏解外迁，引导商
户外迁到成都“中优”区域外现
有或以德阳、眉山、资阳等地市
州为主的四川省其他商品交易
市场承接地。

根据《规划》，按照商品交易
市场集中集约集聚发展原则，结
合产业布局、物流设施等，成都规
划形成工业消费品市场、生产资
料市场、食品饮料及烟酒市场等3
大类和7小类市场集群的“中优”
区域市场疏解及周边市场承接的
空间布局。

疏解后腾退土地怎么利
用？根据《规划》，腾挪用地将进
行分类处理。一是将疏解后腾退
土地优先用于增补公共空间，提
升城市品质。二是将疏解后腾退
土地优先用于公共服务与市政
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公共服
务能级。三是将疏解后腾退土地
优先用于引进新兴产业，助推产
业转型升级。

转型提升类市场将升级产业

对于转型提升的市场，《规
划》提出，对符合城市功能定位和
产业发展需要的商品交易市场，
通过将现货批发、物流配送作业
等业态转移到承接市场和物流园
区，转型提升为商务楼宇或展贸
总部；对处于城市零售商圈内、硬
件和配套设施完善的楼宇式商品
交易市场，通过产业升级转型提
升为零售商业、商务服务、文创产
业等业态。

《规划》还提出，成都将提升
转型提升类市场的产业层次，完
善产业配套。首先，延长产业链
条，完善功能配套划区经营，优化
商品交易市场用地内各功能业态
的布局。此外，还将以品牌化、专
业化促进业态升级；线上线下相
结合，优化经营模式；打造专业市
场智慧服务平台。

根据《规划》，成都将从开
发强度、建筑风貌、配套等方面
着手，指导市域内承接疏解调
迁市场、改造提升的工业消费
品市场、生产资料市场、食品饮
料烟酒市场和新建、改造提升
的二手车交易市场的规划建设，
引导商品交易市场规划建设突
出特色功能，形成“一市一品”的
市场格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都天
府国际机场媒体探访日采访活动上获
悉，天府国际机场保留场内原有的莲花
湖水库，将其扩展为500亩的生态主题公
园，形成了全世界同等级机场中独一无
二的水体景观，也为天府国际机场打造
了一颗生态“绿肺”。据悉，该水库现已初
期基本完成，蓄水已经达到设计标高，相
应配套设施基本建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西一跑道堪称飞行区的典范工
程！”6月23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媒体
探访日采访活动上，四川华西集团有限
公司副总经理陈颖锐说。

西一跑道全长4000米、宽75米，均
由华西集团承建，既是行规等级最高
（4F级）、施工难度最大、形成创新成果
最多的示范工程，也是成都天府国际
机场唯一可以起降超大型飞机的标志
工程。

谈起建设历程，陈颖锐特别透露，整
个工程削平山丘70余座，土石方总量约
3452万方，混凝土道面面层约147万平
米，沥青工程约81万平米。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跑道还创造了
多个“国内首次”纪录——

是全国首次跑滑系统均采用道面沥
青复合层新工艺，使跑道具有使用寿命
长、养护工作量小和环境适应性强等优
点；是全国首次全场采用深桶灯安装新
工艺，对未来机场助航灯光工程建设树
立了新标杆；是全国首次采用智能跑道
系统技术，通过智能化设施对跑道性状
进行实时采集、统一管理和分析预警，为
跑道的健康管理、后期维护、安全运行提
供保障；是全国首次全线使用PVC-UH
新型管材的飞行区消防工程，确保了工
程质量及建设进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值得注意的是，这七个“首
次”，均和普通人密切相关。

比如，全国首次在出港行李处
理 环 节 采 用 射 频 识 别 + 激 光 +
OCR/VCA读码方式采集行李条
码信息，真正实现出港行李的全程
追踪；全国首次在酒店、地铁等多
点部署行李托运设备，尽早解放旅
客双手；全国首次采用预分拣+指
廊末端分拣的模式，减少行李站坪
运输时间，提高机场运行效率；全
国首次在设计过程中采用系统仿
真技术，实现机场建设和运营的数
字化，提高机场管理效能。

此外，赖从沛还提到了天府国
际机场指挥中枢“最强大脑”。他表
示，天府国际机场指挥中心AOC大
厅信息系统项目中通过实施生产、
安全、服务、商业、交通、能源、管理
等七大“智慧化”主题，实现全场信
息数据互联、互通、共享，打造了天
府机场运行的“最强大脑”。

针对跑道外来物FOD与飞
鸟，天府国际机场也有“黑科技”。
据介绍，利用雷达和光学探测系
统（黑科技）对跑道外来物FOD进
行全天候实时探测和定位，实现
外来物自动告警和自动清除引
导，提高了FOD安全管理水平和
跑道运行效率。以系统观念（新理
念）处理好驱与治的关系，以多种
鸟击防范设备与虫情生态治理系
统有机结合，实现全要素、全方
位、全过程的鸟击防范安全运行
保障。

此外，天府国际机场还建成了
全亚洲最大规模的场面监视多点
定位系统对跑道、滑行道、联络道
及机坪区域有效覆盖，实现了全天
候全场区的“智慧监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四川省2021年普通高校对
口招生和藏彝文一类模式
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出炉

优化空间布局
成都出台政策疏解提升
中优区域商品交易市场

在展会现场，英国驻重庆总
领事史云森与英国企业代表接
受了记者采访。史云森表示，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是一
个很大的机遇，未来将在韧性城
市、宜居城市建设等方面加强英
国与川渝、与西南地区的合作。

史云森与一众英国代表都
重点谈到了城市的绿色发展。史
云森表示，希望英国和中国加强
合作，共同实现碳减排的目标。

“目前，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变
化、新冠疫情等给全球带来挑
战，如何在这个大背景下实现经
济繁荣，同时实现碳减排，是需
要思考的问题。”史云森说，目前
中国与英国已经有相关的合作，
例如第一太平戴维斯在中国做
智慧楼宇管理，进行节能减排。

“中英在西南地区有成功合作的
案例，希望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的背景下，能够加强在韧
性城市、宜居城市建设等方面的
合作。”

奥雅纳基础设施副总工程
师、水环境业务负责人赵志勇谈
到了宜居城市与海绵城市的建
设。奥雅纳作为国际性多元化的
工程顾问机构，参与设计了中国
多个标志性建筑与重要基础设

施建设。“我们也加入了成都东
进的进程，参与了空港新城的基
础设施规划，包括海绵城市方面
的规划设计。”赵志勇表示，城市
在发展过程中，要以自然为基
础，保护自然资源，“在城市建设
中重塑人与自然的关系，城市如
何应对气候变化？绿色基础设施
如何实现碳中和？如何让城市开
放空间的功能更多元化？这都是
在建设过程中需要考虑的问
题。”

Planet Earth中国区负责人
Finley Church则在城市更新与
老城改造方面向川渝地区分享
了英国经验。Finley Church 表
示，在进行城市更新的过程中，
首先要对改造区域进行深入的
研究，“了解该区域的地理位置、
历史人文故事、自然环境等方
面，研究透彻后才能进行整合分
析，在设计过程中因地制宜定制
方案。”Finley Church特别强调
了“人”的因素。“在进行老城改
造时，一定要深入社区，让当地
居民参与进来。因为过去是他们
住在这里，未来也是他们在这里
开启新篇章，在城市进程中一定
要关注生活在这里的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首批重点推荐机会清单 包含128条需求信息

天府国际机场这条跑道

创下多个
“全国首次”

配备一颗生态“绿肺”
新机场内打造

500亩生态主题公园

共建高品质生活宜居地
首次发布5300亿元机会清单

英国驻重庆总领事：
将在韧性宜居城市建设方面

加强与川渝合作

▲2021年1月22日，国航B747-8从天府国际机场西一
跑道起飞 资料图
◀天府国际机场航站楼内的云巢雕塑

天府国际机场酒店航拍图

首届川渝住博会在蓉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