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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化交通运输结构：
将城市通勤时间缩短至35分
钟，公交站与地铁站换乘距离
控制在50米左右，构建轨道+
公交+慢行的公共交通出行
体系。

■ 成都市铁路公交化里
程达460公里，每天开行公交
化列车10分钟一对，运送旅
客30万人次。

■ 推进宝成铁路公交化
改造。此次改造涉及金堂的
23公里铁路，这一段改造完
成后，将结束金堂城区无轨道
交通的历史。”

市住建局：
强调购房和就业地匹配

全会分组讨论期间，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采访了成都市住建局
党组副书记、局长张樵。张樵表示，市
住建局将通过住房政策更好服务城
市的产业结构调整大局，通过推进职
住平衡来推进城市空间结构的优化，
坚定不移地通过推进成品住宅的建
设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

张樵指出，成都的住房政策除了坚
持不炒房、控房价之外，将重点关注职
住平衡的原则，“我们不鼓励大家都跑
到热点区域购房，整个购房政策还是强
调根据购房者的就业地和社保缴纳地
来购房，这是我们要坚持和完善的。”

为了让住房政策更好地服务城市
的产业结构调整大局，成都正在大力发
展人才和保障性租赁住房。张樵介绍，
目前成都按照租赁住房5年30万套的目
标在建设，最近两年每年都增加了6万
套，是全国租赁住房建设力度最大的一
个城市，这将确保成都每年50万人的新
市民进入城市后，能满足住房需求。

他表示，接下来成都将全面推行
精装房以满足各种需要，“精装房不
是那种整齐划一的标准、一个模式、
一个模子，我们也在努力实现多样
化，让购房者有更多选择，我们也会
在行业政策上去引导和促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市人社局：
推动社保向人群覆盖、

人人享有跃升

12月28日，全会分组讨论期间，
成都市交通运输局局长王翼刚接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表
示，交通运输结构的优化调整势在
必行，通过将城市通勤时间缩短至
35分钟，公交站与地铁站换乘距离
控制在50米左右，构建轨道+公交+
慢行的公共交通出行体系。

缩短换乘距离、减少换乘时间

据公安部统计数据，截至2021
年9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3.9亿
辆。其中，成都汽车保有量超过500
万辆，仅次于北京位居全国第二。交
通运输结构调整如何开展？

王翼刚认为，应从出行、货
运、交通工具、交通设施四个方面

着手。其中出行方面，通过空间规
划的调整，实现职住平衡，从而减
少人们出行，减少开车。同时，进
一步推进“三网融合”，构建“轨
道+公交+慢行”的公共出行体系。

“轨道是大城市发展的必然，
它的运行也是最低碳的，所以下
一步，以轨道为中心，公交、慢行
相配合的公共交通体系建设尤为
重要。”王翼刚说，围绕轨道交通
来优化调整公交车线网，当前成
都地铁站与公交站的换乘距离平
均约为75米，而上海、深圳等城市
的换乘距离则控制在50米左右。
下一步，成都也将通过缩短换乘
距离、减少换乘时间，将市民的通
勤时间缩短至35分钟，进一步减

少社会车辆出行，降低城市拥堵。
增强健身步道、绿道等慢行系统
等连续性，真正实现“三网”无缝
衔接，让公共交通出行成为市民
首选。

在货运方面，按照四港六中
心等物流规划，推进物流基础设
施建设，缩短运输接驳。同时，多
种交通工具、交通方式协同联动，
降低运输物流成本，减少碳排放。

结束金堂城区无轨道的历史

交通出行，铁路是绕不开的一
环，而对于人口数量达2000万的成
都来说，铁路公交化运行，对于改善
市民出行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成
都市铁路公交化里程达460公里，每

天开行公交化列车10分钟一对，运
送旅客30万人次，取得相当不错的
效果。”王翼刚透露，下一步将持续
推进铁路枢纽环线改造工作，目前
铁路枢纽环线6座车站正在改造，新
建8个车站也正加紧施工。

同 时 ，推 进 宝 成 铁 路 公 交
化 改 造 。当 前 宝 成 铁 路 主 要 用
于 货 物 运 输 ，其 中 青 白 江 至 成
都 段 货 运 量 极 少 ，这 一 段 铁 路
便是公交化改造的重点。“此次
公交化改造也涉及金堂的23公
里铁路，这一段改造完成后，将
结束金堂城区无轨道交通的历
史。”王翼刚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成都市人社局局长王道明在全会
分组讨论现场透露，成都人社局创新打
造了成都人社智慧治理中心，并在全
国率先发布人社智慧治理地方标准。

这也是成都探索人社未来治理
发展的“智慧大脑”——通过对内改
造就业、仲裁、劳动监察等8个人社业
务系统，接入社会保障卡管理、人事
考试、12333咨询服务等12个人社应
用子系统，实现市人社局自有数据要
素全领域全链条汇聚。

构建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成都
人社局将尽快补齐新职业人群社会
保险制度短板，加快发展养老保险
二、三支柱，满足市民多元化保障需
求。同时，还坚持“扩大增量、优化存
量”，深入实施全民参保计划，促进社
保精准扩面，推动实现从制度覆盖向
人群覆盖、人人享有的跃升。

就业工作也是“幸福感”的重要
标尺。王道明表示，成都人社局将高
标准建设线上线下“两个市场”，夯实
就业“六本台账”，促进就业供需精准
匹配；高质量打造“技能成都”品牌，
更好发挥培训补贴撬动作用，满足产
业发展技能人才需求，促进劳动者技
能就业、技能成才、技能增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市交通运输局：

优化公交线网 缩短换乘距离
将通勤时间缩减至35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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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牢牢把握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的关键重点，准确把握城市发展的时代机遇和责任使命，着力提
升战略位势和发展能级，加快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深入实施幸福美好生活十大工程，切实增强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穿插在楼宇间的轨道，让整个城市提速

12月28日，全会分组讨论现场，
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多央娜
姆表示，文旅产业是幸福产业，是共
享经济，与老百姓息息相关。

“大家来成都旅游，有时候不一
定会去景区，可能就是到吃一顿美
食、看一个博物馆、听一场音乐会、到
一个图书馆，或者只是在街上发发
呆。”多央娜姆说，成都应当加强周末
经济、假日经济的发展。

围绕城市更新，多央娜姆提出打
造文创特色街区，在区（市）县布局一
批精致的小型博物馆、图书馆等。“成
都是历史文化名城，还有很多可以挖
掘、包装、改造的地方。”

此外，多央娜姆表示，成都还要
打造两个支撑极，“一个是世界文化
遗产都江堰，另一个是世界博物馆小
镇大邑，这两极作为支撑极打造。”除
此之外，还要做强龙门山旅游带、龙
泉山旅游带等，以此做强乡村旅游。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12月28日，在全会分组讨论中，成
都市民政局局长张孝军表示，将主要从
三个方面推动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一是加强对特困人员、低保对
象、残疾人、孤儿、困境儿童等特殊群
体的关心关爱。二是加强居家社区老
年人关爱，创新养老服务多元供给。
建立居家养老服务跟踪评价机制，实
施社区日间照料中心提质增效计划，
分类制定社区日间照料中心转型升
级方案。三是在引导社会力量广泛参
与方面，将发展社区社会组织，搭建
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供需对接平
台，创新慈善方式，发挥慈善事业在
第三次分配中的作用，完善基层社工
服务站（室）建设，向群众提供更加精
细化、专业化的民生保障服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
燕 宋嘉问

市文广旅局：
做大都市旅游，
加强周末经济

市民政局：
社区日间照料中心将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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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分组讨论现场，锦江区委
书记陈志勇表示，全会提出要对中
心城区、城市新区、郊区新城的核心
功能和基本功能要进行进一步的梳
理和优化，这个决定正当其时。锦江
区“十四五”规划中提出了“一核两

轴三带三区”的空间布局优化方向，
通过极核的引领、轴带的支撑、生态
带的依托和保障，来实现中心城区
更加宜业宜居宜人。

“我们将以首店经济、夜间经
济、周末经济大力发展为支撑，推

动东大街国际消费活力轴和锦秀
绿道都市文旅活力轴建设。”谈及
锦江区“十四五”规划中空间布局
的优化，陈志勇告诉记者，锦江区
将以东大街国际消费活力轴串联
春熙路、攀成钢、东村、交子四大
商圈，全力打造天府茂业城、环球
汇等商业新地标，推动商圈提档
升级、协同发展。发展首店经济、
户外经济、后街经济、夜间经济，
推动老字号活化焕新，支持开发

“国潮新品”，全力打造全球新品
首发地、高端品牌首选地、原创品
牌集聚地。

不仅是春熙路商圈将迎来巨
大发展，原本由春熙路商圈“单点
支撑”的锦江区产业发展之路，也
将“多点开花”。陈志勇介绍，未来5
年，锦江区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

加快构建以人工智能创新应用赋
能的“1+3+3”产业体系。

陈志勇表示，锦江区加快转型
升级锦江数智产业港，推进白鹭湾
数字总部港等百亿级项目建设，在
3年内新增高品质产业空间550万
平米。建设成都国家人工智能创新
应用先导区，推进现代商贸、新兴
金融、数字传媒三大主导产业智能
化升级，建设私募投资基金产业园
等重点项目。锦江区还将做强红星
路文化传媒走廊等产业集聚区，全
面提升显示度和竞争力。

此外，锦江区还将创新生态
价值多元转化，高品质打造一批

“有颜值、有文化、有温度”的特色
街区，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
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
水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成都市卫健委主任金城在全
会分组讨论现场透露，成都将持
续完善城市公共卫生服务体系，
包括加快推进市紧急医学救援中
心、市中心医院、市精神卫生中心
等公共卫生重大补短板项目建
设，聚焦疫情防控救治关键核心
技术，力争立项一批国家级科研
课题和国际合作项目。同时，加强
院前急救培训体系建设和质控管
理，完善智慧急救信息平台，优化

城市新区120网络医院布局，进一
步规范生物实验室备案管理，不
断提升城市安全韧性。

“公平可及”，也是金城所提到
的重点工作。他表示，成都将重点
围绕网格化城市医联体、紧密型县
城医共体等国家级医改试点项目，
持续深化成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同时，加快“互联网+医疗健康”发
展，持续推进电子健康卡（码）跨机
构、跨区域应用。

一个细节是，金城提到，成都
要发挥成都中医药等独特优势，遴
选打造20个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
积极构建优质高效基层医疗卫生
服务体系，并增强成都优质医疗卫
生资源辐射能力，全力推进成渝地
区卫生健康合作和成德眉资医疗
健康同城化建设。

金城表示，落实积极应对人口
老龄化国家战略，成都正在推进全
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和全省

医养结合示范机构等示范单位创
建，推进老年人证电子证照成都试
点工作，完善老年健康服务和医养
结合服务体系，积极开展全国婴幼
儿照护服务示范城市建设，加强托
育机构规范化建设，全面提高“一
老一小”和妇幼健康服务水平。在
疫情防控方面，金城表示，要坚持

“平急”结合，慎终如始抓好常态化
疫情防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锦江区：

打造东大街国际消费活力轴，串联四大商圈
■ 以东大街国际消费活

力轴串联春熙路、攀成钢、东
村、交子四大商圈，全力打造
天府茂业城、环球汇等商业新
地标，推动商圈提档升级、协
同发展。发展首店经济、户外
经济、后街经济、夜间经济，推
动老字号活化焕新，支持开发
“国潮新品”，全力打造全球新
品首发地、高端品牌首选地、
原创品牌集聚地。

市卫健委：

将遴选打造20个县域医疗卫生次中心

春熙路商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