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都市圈 媒眼看公服

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建强都市圈 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深化同城化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本报地址 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59号 邮编 610017 报料、发行及服务监督电话 028-86612222 邮箱sb86612222@163.com 今日零售价 每份1元
邮政客户订阅电话 11185 中国邮政报刊在线订阅网址 BK.11185.CN 广告许可证5101034000118 今日8版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73 邮发代号：61-604 成都传媒集团主办 成都商报社出版 第9854期2022年6月27日 星期一
农历壬寅年五月廿九 今日市区 多云转晴 20~34℃ 北转南风2~4级总编辑 汤晓初 值班编委 尹向东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
研究吸收网民对党的二十大

相关工作意见建议作出重要
指示强调，党的二十大是党
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
事。围绕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相关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
见，是全党全社会为国家发
展、民族复兴献计献策的一
种有效方式， 紧转02版

习近平就研究吸收网民对党的二十大相关工作意见建议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善于通过互联网等各种渠道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更好倾听民声尊重民意顺应民心

6月26日上午，成都彭州市三环
路正式建成通车。作为彭州市第一条
环状交通干道，整个彭州三环路项目
采用一级公路标准，双向六车道配四
个辅道、两个非机动车道，同步配套
绿道、雨污水管网、驿站、港湾式公交
站台和5G智慧交通设施等，新建9处
分离式公路立交，新改造2处铁路下
穿立交。

记者了解到，彭州市三环路起于
汉彭路，向南和成万高速相交，经天桂
路、温彭路、彭白路止于汉彭路，项目
全长25.2公里，串联起彭州市中心城
区、南部新城、天府中药城等产业功能
区，对缓解城市交通压力，完善“畅通
彭州”高效便捷的交通体系，串联城乡
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港湾式公交站台、各类丰富
的绿植之外，在彭州三环路的内外
侧，还修建了50余公里的城市休闲绿
道，建成后的三环路，不仅仅是一条
交通要道，更是一条景观大道。

随着盛夏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市
民游客会选择在节假日到彭州旅游
避暑。大多数游客都会前往位于彭州

北边的龙门山、小鱼洞附近，在三环
路建成之前，要去这些目的地，只能
通过彭白路前往，因此一到节假日，
彭州城区便会十分拥堵，影响旅游体
验感。

“随着彭州三环的全面通车，游
客再也不用通过穿城的方式前往龙
门山了，尤其从成都过来，下高速直
接上三环。”彭州三环路设计项目负
责人郑博告诉记者，之前旅游高峰期
的时候，在城区可能会堵一两个小时
的车，但在三环路建成通车后，这种
情况也会大大得到改善。“基本上可
以节约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交通
通勤时间。”

除此之外，交通格局的改变，特
别是对于成都向外延伸，联通成德眉
资，彭州三环也会起到不小的作用。

“彭州以西，比如温江、都江堰方向的
车，通过绕城高速，到达彭州后，就可
以直接走三环路出去，可以更快捷更
顺畅地往德阳资阳方向行驶，把彭州
作为一个点，三环路更好地串联起了
东西边。”郑博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晓舟

周日的清晨，伴着淅淅沥沥的雨
声醒来，这是夏季给予成都人最舒爽
的馈赠。6月26日6时，成都市气象台
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白天全市普遍有
4～6级偏北风，东部和南部的局部地
方可达7级或以上。

6月25日20时到26日7时，成都市
中西部地区出现明显雷雨天气，全市
共计出现大雨86站，暴雨27站，大暴
雨3站。与此同时，结合当前降雨趋势
和江河水情，根据《成都市防汛抗旱
应急预案》，从6月26日7时开始，成都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启动防汛IV
级(蓝色)应急响应。

在经历了雷雨和大风后，这周开
始四川盆地的天气非常平静，没有强
对流也没有沿海的台风登陆，只有晴
朗高温与君相伴。根据市气象台的预
测，27日白天雨过天晴，最高气温回升
至34℃；之后两天也以晴热天气为主，
最高气温35℃。不仅如此，据中央气象
台预报已显示的天气来看，6月27日到
7月2日，这周整周气温都将稳定在34~
35℃左右。还有一个好消息，预计27日
观雪山气象指数为3级，雪山可见。

同时，6月26日17时，根据四川省
地质环境条件，结合四川省气象台天
气预报情况，省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
室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
涉及9市（州）56个县（市、区）。

根据四川气象的消息，26日20时
至27日20时，广元、绵阳、德阳、成都4
市分散阵雨转多云，盆地其余地方阴
天转多云，早晚有阵雨或雷雨，雨量
中到大雨，其中达州、广安、宜宾、泸
州、自贡5市、雅安和乐山2市南部、巴
中和南充2市东部的部分地方有暴
雨，局部大暴雨；甘孜州北部和阿坝
州阴天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甘孜州
南部和攀西地区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雨量中雨，其中凉山州北部和东部的
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戴佳佳

推进成德眉
资同城化发展，
是党中央和省委
赋予成都的重大
使命任务。省第
十二次党代会报
告指出，建强现
代 化 成 都 都 市
圈，深化成德眉
资同城化发展。
坚定贯彻落实省
委决策部署，近
年来，成都携手
德阳、眉山、资阳
三市，围绕基础
设施、创新体系、
产业协作、开放
协同、公共服务、
生态环境等领域
开展务实合作。

近日召开的
四川省推进成德
眉资同城化发展
领导小组第五次
会议指出，要协
同完善便利共享
的 公 共 服 务 体
系。6月22日至24
日，四川省推进
成德眉资同城化
发展领导小组办
公 室 组 织 开 展

“媒体走进都市
圈看公服”活动，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实地走
访了成德眉资四
市相关点位，了
解四市在教育、
医疗、交通、社保
等领域开展的典
型举措和未来愿
景。即日起，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
将推出相关采访
报道。

结对学校达232所
成都都市圈打造教育发展共同体

正值暑假，四川眉山市的东
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掌门人”
张兴华丝毫没有半点放松的心
态，他要和同事们提前谋划好下
学期的专业课程设置。此前，张
兴华在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
任职，随着成德眉资教育领域人
才流动渐成趋势，他从成都调至
眉山，要把成都的一些先进的教

育教学理念，融入到眉山当地的
职业教育中。

成都都市圈建设进程中，促
进公共服务便利共享成为各兄
弟城市间的一大共识，一些创新
举措正在推动教育同城化发展。
除了职教领域合作之外，在成德
眉资四市，一批小学、中学等不
同层次的基础教育学校合作频

次正在增强。
据四川省推进成德眉资同

城化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统计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成都都
市圈新增4所结对学校，目前都
市圈结对学校达232所，通过推
进智慧教育发展，相关网校已覆
盖德眉资远端学校45所，服务学
生13500人。

成都彭州三环路昨日建成通车

到龙门山避暑更方便了

最高35℃
成都今日雨过天晴
一周持续高温

6月26日上午，成都中科翼能试
验测试中心和制造基地项目举行奠
基仪式。据介绍，该项目也是成都东
部新区首个落地开工的重大产业化
链主企业。项目开工将带动新区上下
游产业集聚发展。

仪式上，中科翼能总经理田姗介
绍，成都中科翼能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负责先进大燃机试验测试中心和制
造基地项目的建设和试验及生产运
营，总投资50亿元，分两期建设。其
中，一期工程一阶段的桩基工程已
开始动工，计划今年10月将完成主
体工程，同步进行试验设备的安装
调试，年底前完成低压压气机试验
件联合调试，以及核心机试验台上
台调试和试验，2023年将完成首台
燃气发生器验证机的整机组装并点
火试验运行；二期工程建成后，中科
翼能将具备燃气轮机的科研试验、核
心部件制造以及年产40台套产能的
总装总试产业基地。

中国工程院院士宫声凯表示，
燃气轮机和航空发动机是航空科技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涉及国家能源
和国防安全的战略性产业，被誉为
制造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国家“十
四五”规划强调，要进一步推进燃气
轮机技术向高端化、专业化发展，推
进燃气轮机国产化进程，尤其在国家

“双碳战略”的实施背景下，燃气轮机
制造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期。而掌握
自主可控燃机制造技术、实施国产替
代，对于打破“卡脖子”的局面，意义
十分重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总投资5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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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推进智慧教育发展
相关网校已覆盖德眉资远端学校 所

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宋嘉问

小学、中学频频“结对”实现人才、信息、教学资源共享

职教联盟搭建合作平台 成德眉资职业学校“抱团发展”

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小学老师和成都都市
圈同行在线交流

东坡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教师们在讨论专业
课程设置

成都都市圈建设过程中，通
过依托成德眉资雅乐阿职教联
盟，鼓励各职业院校加入七市现
有的职教集团，依托专业职教集
团，大力开展中高职衔接、校企
合作、产教融合、技能大赛等相
关工作，随之而来的则是行业资
源、人才资源、课程资源在四市
流动。

6月24日下午，东坡中等职
业技术学校办公楼的一个会议
室内，洪亮的声音充斥整个会议
室。正值假期，校长张兴华和学
校一些骨干教师丝毫没有松懈
下来，他们聚在会议室探讨下学
期的课程设置。

随着成德眉资四市在职教
领域“抱团发展”，成都都市圈职
教水平格局正在被重塑，人才跨

区域交流成为趋势。
张兴华坦言，自己就是成眉

职教领域同城化发展的一个亲
历者，“过去，我在位于成都龙泉
驿区的成都汽车职业技术学校
任职，在成德眉资教育同城化发
展背景下，由于工作安排调任眉
山，希望将成都的一些经验举措
带到眉山，并立足眉山实际，走
出一条适合当地产业发展的职
业教育新路子，比如，我们正在
进行课程改革，从成都引入专业
师资和教学资源，结合眉山当地
的产业发展，探索开设与新能源
汽车产业相关的专业课程，我们
还创新川厨培养模式，和企业联
动，撬动产业链上下游，进一步
拓宽技能人才的职业道路，我们
还主动和相关高校对接交流，帮

助学生打通升学通道。”
就在眉山东坡中等职业技术

学校与成都同行加强合作之际，
德阳通用电子科技学校选择与成
都市青苏职业中专学校结对，在
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学校治理和
课堂教学等方面开展合作。

“将全力打造成德眉资教育
发展共同体，比如，下一步会开
展成德眉资同城化教育改革创
新试验区省级试点，探索共建全
民终身教育区域网络体系，深入
推进智慧教育、劳动教育、职业
教育、教育督导等同城联盟发
展，推进成都国际职教城、德阳
产教融合试验区建设。”四川省
推进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领导
小组办公室公服生态组相关负
责人说。

6月22日下午放学后，忙碌
了一天的成都市龙泉驿区第一
小学（简称“龙泉一小”）校长陈
霞来到一间教室，通过视频系统
和资阳市雁江区第四小学（简称

“雁江四小”）校长尹进连线。打
破时空局限，这种在线交流彼此
教学经验的场景对两位校长而
言早经成为常态。

陈霞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
随着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提速，
龙泉一小和雁江四小的教师交
流频次在增强，而分享教学经验
成为一大交流主题。她说：“目
前，两校的结对交流形式主要聚
焦于课堂深度学习的教学设计
与实施、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融合
研究等领域，未来，将充分利用

‘互联网+’，开展新课标、新教材

的研读，共同开展教师培训，实
现共同成长和进步。”

同样来自资阳的雁江区第
八小学（简称“雁江八小”）选择
与成都市盐道街小学成为结对
协同发展学校。“我们在校长层
面、教师层面、管理团队层面、
学术交流层面开展交流合作。”
雁江八小校长李敏介绍，以学
术交流为例，盐道街小学的一
些学术活动会邀请雁江八小的
教师参加，帮助来自资阳的老
师拓宽视野。

成德眉资四市在中学层面
也在“拉近距离”。以成眉合作为
例，眉山中学和石室中学于2020
签订协议，正式加入成都石室中
学教育集团。

德 阳 教 育 机 构 也 在 加 速

“入圈”。“一方面，我们派出干
部和教师到成都优质学校进行
跟岗学习；另外，我们也邀请成
德眉资的名师、名校长、专家到
校指导交流，在全面学习成都、
对标成都、融入成都的过程中，
我们发挥彼此优势，加强交流
合作，希望进一步深化合作，在
师资培训、课程同建等领域作
出新的探索，实现共建、共享、
共赢。”德阳市第五中学副校长
周芸说。

成德眉资教育同城化进程
中，相关学校之间实现教育资源
共享也成为合作交流趋势。德阳

“牵手”成实外教育集团，引进该
集团旗下成都外国语学校品牌，
成都外国语学校德阳校区也成
为德阳的重点民生工程。

周年
通
车

成 渝 铁 路

从“绿皮车”到“复兴号”
三代铁路家庭与

成渝铁路的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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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成后的彭州三环路，不仅仅是一条交通要道，更是一条景观大道 摄影 张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