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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这么热，换乘候车时想找个
地方休息一会儿？快到“巴士驿站”吹
吹“风”！

7月9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从成都公交集团获悉，为提升服务
质量，延伸公交场站服务功能，近日，
成都公交首个“巴士驿站”在金沙公交
枢纽站正式亮相。“巴士驿站”提供多
项出行服务和齐全的便民服务设施，
供乘客免费使用。

金沙公交枢纽站的“巴士驿站”设
在一楼大厅西南侧，乘客从8号门进
入，一眼就能看见“巴士驿站”外橘色
的标识标牌。在乘客主要入口处，成都
公交也设置了引导标识牌。

“巴士驿站”占地25平方米，提供
失物招领、换乘咨询等多项出行服务，
沙发、电脑、空调、饮水机、微波炉、冰
箱、充电插座等便民服务设施一应俱
全，真正实现“冷可取暖、热可避暑、渴
可喝水、累可歇脚”。如市民在金沙公
交枢纽场站始发线路上遗失了物品，
可 致 电“ 巴 士 驿 站 ”服 务 热 线
19828969458。

据了解，成都公交结合“巴士驿
站”再出“新招”——金沙公交枢纽站
升级完善了无障碍电梯全楼层服务。
从“巴士驿站”获取车辆到达信息后，
出门便可乘坐无障碍电梯直达快速公
交入口，电梯口还专门增设了检票闸
机和应急通道，老年乘客、推婴儿车或
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将真正实现轻松
乘车。

成都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下一步，成都公交将认真梳理场站资
源，在具备条件的场站，继续打造“巴
士驿站”，让“微幸福”的暖风吹拂更多
的乘客。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
宇恒 图据成都公交集团

成都近一周持续出现高温
天气，昨日16时最高温又达到
了 40.3℃。但在我们生活的城
市里，仍有一群高温下的坚守
者，为城市的发展奔波忙碌。

7月8日，成都发布携手成
都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成都
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成都市总工
会共同发起“文明城市爱心驿
站”夏日接力大型公益活动，为
交警、市政工作者、电力工人、外
卖小哥等全市户外工作者们提
供休息、饮水、纳凉、用餐、应急
等服务，让辛苦为城市发展做贡
献的人们“热有场所纳凉、渴有
饮水供应、累有站点歇脚”。

看到“文明城市爱心驿站”
请进来歇歇脚

活动一经发布，引发热烈
反响。

“成都一直都是一座很有温
度的城市，点个赞。”“为这个有
爱的城市点赞，并把这份爱传递
给所有的劳动者。”“一定要做到
位，环卫工人太辛苦了”……

活动还感染了更多的人，
不断有爱心企业加入，要为高
温下的坚守者提供一丝凉爽。

万科成都旗下的猛追湾城
市更新项目拿出了专门的区域
作为“文明城市爱心驿站”。在街
区内的望平国际社区客厅（旅游
资讯服务点）门口张贴着爱心驿
站的海报，社区客厅内还树立着
爱心驿站的标识牌，旁边放置着
医药箱以及便民服务箱，箱内装
着酒精、碘伏、藿香正气口服液
等药品。“户外工作者可以随时
来爱心驿站，我们会提供水和消
暑药品。并且街区内的公共空间
内都有桌椅板凳，大家可以稍作
休息。”猛追湾城市更新项目相
关负责人说。

记者了解到，猛追湾街区
内有近一半的商户报名参加了

“文明城市爱心驿站”夏日接力
大型公益活动，酸奶店、书店、
茶铺、咖啡店、蛋糕店……各个
商家都表示，愿意为户外工作
者提供饮用水以及他们所需要
的相关物资。

“德国冻酸奶”店长告诉记
者，这几天天气热，他看到环卫
工人在街上工作，觉得很辛苦。

“所以我们看到爱心驿站公益
活动就报名参与了，希望在他
们需要的时候送上一杯凉水或
者冻酸奶，缓解他们的疲惫。”

“pause”咖啡厅工作人员
也表示，愿意免费为户外工作
者提供饮用水和休息空间。

接力继续
更多爱心企业报名加入

“文明城市爱心驿站”夏日
接力开启后，不少爱心企业、机
构单位纷纷联系成都发布，希
望加入到这场爱心接力中，为
坚守岗位的户外工作者撑起一
片清凉。

成都移动在成都市多家营
业网点打造了“关键时刻可信
赖”的“爱心便民服务站”，分别
配备了应急医疗箱、微波炉、饮
水机、充电线、冰箱、免费WiFi、
应急电话等设备设施，为高温下
的坚守者们带来一丝清凉。

成都电信在全市700个营
业厅店完成“爱心驿站”建设，
统一配备了沙发或靠椅、茶几、
微波炉、饮水机、应急药箱等设
施，还为户外工作者提供了多
项免费服务，包括免费热水、免
费加热饭菜、免费应急药品、免
费充电、免费WiFi以及免费贴
膜等。除此之外，也设立了阅读
区、休闲区，为他们提供一处安
全、暖心、便捷的小憩场所。

此外，成都市物业管理协
会也发出倡议，号召全市物业
服务企业在具备条件的门岗值
班室、物业服务中心等场所设
置“文明城市爱心驿站”，为户
外工作者提供休息、饮用水、如
厕、防暑应急药品等服务。

欢迎更多有空间有场所的
爱心市民、企业商家、机构单
位，为这些坚守一线的户外工
作者提供一杯水、一片阴凉。也
欢迎有爱心有物资的爱心市
民、企业商家、机构单位，为挥
汗如雨的户外工作者送上一瓶
水、一餐饭…… 据成都发布

关注“文明城市爱心驿站”夏日接力大型公益活动

商户企业纷纷加入
高温下

一座城市的爱心接力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微信
消息，四川省2022年普通高校
招生录取工作已陆续展开。按
照教育部高校招生录取工作
信息“十公开”“阳光工程”等
要求，切实加强招生录取信息
公开力度，确保招生录取公平
公正，省教育考试院向社会公
布了今年十种高考录取信息
查询渠道，方便广大考生与家
长及时查询有关录取政策、录
取结果等信息。

届时，考生和家长可以通过
这些渠道获取高考录取信息：

1.中共四川省委教育工
委、四川省教育厅官方网站：
http://edu.sc.gov.cn；

2.中共四川省委教育工
委、四川省教育厅官方微信：

“四川教育发布”微信公众号；

3.中共四川省委教育工
委、四川省教育厅官方微博：

“四川教育发布”新浪微博；
4.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

网站：http://www.sceea.cn；
5.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方

微信：“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微
信公众号；

6.四川电信IPTV；
7.天府通办APP；
8.省高校招生录取场信访

工作站；
9.各市（州）、县（市、区）招

生考试机构；
10.高校招生录取场6部咨

询查询电话：028-89130400、
89130433、89130247、89130465、
89130440、89130414（工作时间：
上午8：30～11：30，下午2：30～
5：30）。 据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四川公布2022年
十种高考录取查询渠道

望平国际社区客厅门口张贴着“文明城市爱心驿站”的海报

修厂房、招人才、建联盟……

企业提诉求 部门当场“接招”
成都市创新药产业建圈强链企业座谈会召开

■“现在装配式建筑
成为新建厂房的施工趋势，
然而，在生物医药行业的厂
房施工过程中，装配式建筑
相关规定往往会给相关特
殊工艺流程带来一定的影
响”；“随着大量来自省外的
生物医药领军人才到成都
扎根，这批人才在落户、子
女教育等方面的需求值得
关注”；“由于企业规模不断
做大，工业用地需求提升，
希望相关部门给予一定的
支持”……

■ 7月9日上午，成都
市创新药产业建圈强链企
业座谈会在彭州市召开，来
自成都市部分区（市）县的
12家医药领域企业代表现
场抛出了上述话题。围绕产
业建圈强链，企业代表纷纷
谈到了所在企业的业务发
展现状，入“圈”愿望强烈；
也有不少企业提出发展中
遭遇的瓶颈。

■ 现场，针对企业提
出的每一个问题，政府相关
职能部门均一一回复。而参
会企业也从回应中找到了
所需的“答案”。

K15路公交早晚高峰等待时间长？成都公交集团回应：

安排首班车提前2分钟进站
及时投放备用车辆

“K15公交车每日首班车到达
站点的时间极其不准，有时甚至两
辆车一起到站。”

近日，有市民反映早晚高峰乘
坐K15公交车时，客流量巨大，等
待时间过长。尤其是早晨首班车到
站时间不确定，有时准点到达，有
时会与第二班车同时到站，影响其
正常上下班。对此，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进行了实地探访。

市民反映：
首班公交车晚7分钟到站

“我每天赶K15路公交首班车
出发，随后换乘地铁去上班，之前
06：05左右公交车到站，最近到站
时间变得很晚，甚至06：12才到
站。”据张女士介绍，她家住在K15
路公交先驱大道站附近，工作地点
则在天府新区，为了赶在早晨8点
上班前抵达公司，她每天不得不起
个大早，赶K15路首班车上班。

往常，早晨06：05乘坐首班车
后，她都可以赶在07：50交接班时到
达公司，但最近K15路首班车到站
时间晚了7分钟后，她到达公司便超
过了交接时间，甚至有时迟到。

“希望能按照之前的时间到
站，这样我就正好赶得上。”张女士
告诉记者，除了早高峰晚点，K15
路公交车晚高峰时车辆运力也有
所不足，有时甚至等待时间超过15
分钟，车站挤满了人，根本无法上
车，有时需要连续等几辆公交后才

能挤上车。

记者探访：
早晨车辆准时始发

7月9日清晨05：35，记者来到
K15路公交车的始发站大丰公交
站。最近几日，成都的天气格外炎
热，但站台上已经有不少人在排队
了，还有一些将手提袋放置在队伍
中，人坐在旁边的石头上，扇着风
歇脚。

“我们每天早晨都要坐首班车，
到天府新区的工地去上班。”李阿姨
告诉记者，始发站的首班车都会在
早晨6点准时到达，但由于坐车的人
多，上车往往也需要一些时间，等到
发车时其实已经6点3分左右了。

另一位等车的居民则表示，由
于乘坐K15路公交车的人多，往往
始发站整个车厢内就挤满了，中途
很难再有人挤上来。

据了解，K15线起讫点为“大丰
公交站-创业路二环路口南”，起点
站首末班时间为06：00～21：45，终
点站首末班时间为07：00～22：45。

05：59，K15路公交车缓缓停靠
公交站内，排队市民开始陆续上
车。记者上车时间为6点1分19秒，
此时车厢内已经座无虚席，后续上
车的人员只有站着。

06：02，车辆驶出公交站。此后
陆续到达三元大道站、民生新干线
站、大天路中站，06：09抵达先驱大
道站。尽管这天是星期六，但车辆
驶出先驱大道站时已基本满员，不
少乘客都站在了车门口处。

成都公交集团：
安排首班车提前2分钟进站

对于市民反映的问题，成都公
交集团回应称，经核实，由于早晚
高峰K15线发车频率较密，加之
K15线非高架路段堵点较多，导致
行车间隔不均匀、站点久候现象，
且无法保证每站准点。经查询人次
数据及视频监控，K15线当前运力
投放基本满足客流出行需求，但受
拥堵等因素影响，早晚高峰易出现
车厢拥挤状况。

成都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成都公交集团将从几个
方面着手，提升市民乘车感受。

一、针对K15线行车间隔不均匀
的现象，通过调度系统对间距较近
的车辆及时进行调整。同时要求调
度员在晚高峰时段对创业路二环路
口南到达车辆实施“二次调度”，最
大限度在副站均衡前后车间隔。

二、通过认真研判K15线客流
特点，在晚高峰时段安排2～4台备
用车辆摆放至金沙公交站待命，如
遇前后车间隔较大，及时投放备用
车辆。

三、通过安排K15线首班车提前
2分钟到达起点站大丰公交站开门
上客，避免因起点站上客时间较长，
导致车辆滞站。

四、持续优化公交线网，进一
步缓解K15线大客流断面拥挤情
况，满足大丰片区市民快速通勤出
行需求。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闫宇恒 摄影记者 王效

成都公交
首个“巴士驿站”亮相

快来体验吧！

四川新绿色药业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副董事长赵健提到，随着研发制造项
目发展，企业用地需求扩大，长远看，会
遭遇土地供应不足的问题，希望政府部
门在工业用地方面提供政策支持。

成都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相关负
责人说：“企业规模扩大之后往往面临工
业用地需求提升，针对一些重点企业的
用地需求，会认真研究，在严格遵守国家
政策的前提下，为企业用地提供保障。”

康诺亚生物医药科技（成都）有限
公司董事长陈博希望给予企业高层次
人才更多支持。成都市委组织部相关负
责人表示，近年来，成都市持续完善人
才政策，对各类人才提供了全方位支
持，也真诚希望企业积极申报产业建圈
强链人才计划，期待这个人才计划涌现
出更多产业细分领域的高层次人才。

“希望科技部门加大力度支持建
立国家疾病动物实验模型资源库，也
希望卫生主管部门出台政策推进临床
研究型病房建设。”成都海枫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于源提了上述建
议，她透露，公司的新药临床前药效评
价基地预计年内投入使用，“其实，未
来我们也可以为在座的企业提供非临
床有效性评价服务。”

对参会企业而言，除了现场提诉
求外，还有一大目的就是在建圈强链
背景下寻求更广泛的业务合作机遇。

“建议成立一个中医药创新联盟，
吸引那些真正对中医药研发有热情且
有一定投入和产出的企业，通过联盟
的纽带作用，加快企业间的产业协作
效率，形成抱团发展态势。”在四川光
大制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尚强看来，

中医药领域的技术研发联盟较少，产
业协作的广度和深度都有所欠缺。

对此，成都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正在构建创新联合体，推动龙头
企业联合产业链上下游和高校院所基
于关键核心技术进行联合攻关。“同
时，开展校企合作，促进企业家进校
园，科学家进园区，通过双向互动形式
进行交流。”

座谈会上，还有企业就自身发展
中面临的资金投入、人才引进、技能人
才培养等问题进行交流。就企业发展
面临的资金瓶颈，成都科技创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裴玉生表示，将
和成都制药企业加强沟通，密切关注
企业发展，通过金融的形式助力成都
创新药产业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叶燕 宋嘉问

厂房修建如何与住建政策合拍？企业期待研发产品获得更大关注
参与座谈会的12家企业，不仅有

创业已久的科伦药业、康弘药业、欧林
生物等企业，也有成都海枫生物这类

“潜力股”。他们有的主打创新药研发，
有的瞄准非临床有效性评价，有的深
耕高端仿制药生产。

“在国家大力发展装配式建筑背景
下，相关政策对企业厂房的装配式建筑
比例提出了40%的要求。实际上，在生
物医药行业，由于生产工艺特殊，根据
药品制造环境所布局的厂房会有行业
自身的规范，希望相关部门帮助生物医
药企业探索出一种既满足生产工艺需
要，又符合建筑施工规范的厂房修建模

式。”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共
事务总监刘韬韬抛出这个问题。

“谁来回应一下企业的诉求？”主持
人话音刚落，立刻有人“接招”。成都市
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人现场回应道：

“装配式建筑已经成为建筑行业的趋
势，成都市对建筑装配率有相应的要
求，不过，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有‘一事
一议’的规定，针对一些不适宜采用装
配式建筑的项目，只要经过专家论证，
可以在合规条件下降低建筑装配率。企
业提出的问题在生物医药行业是个普
遍现象，药企的厂房建筑装配率到底多
大才合适？我们会进行深度研究。”

“希望卫生健康主管部门能研究解
决破伤风疫苗在医疗卫生系统急诊科、
烧伤科、外科等相关科室接种资质和疫
苗准入问题，同时希望加大关于非新生
儿破伤风疫苗和被动免疫制剂接种的
宣传教育。”成都欧林生物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企业代表提出上述建议。

“按照国家的疫苗管理办法，医疗
机构承担疫苗接种任务，是由属地卫
健部门进行审批，总之，疫苗‘进医院’
都会严格遵照国家的政策法规。”成都
市卫健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关于疫苗
接种的宣传，将通过疫苗接种点等载
体进行宣传，提升老百姓的认知度。

用地保障、人才支持政策等受热议 创新平台、创投基金将助力“建圈强链”

乘客在大丰公交站等待首班K15公交车进站

成都公交首个“巴士驿站”

紧接01版 我曾同他就构建契
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达成
重要共识。我对他突然去世深
感惋惜。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
根据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
各项原则，继续发展中日睦邻
友好合作关系。

同日，习近平主席和夫人
彭丽媛教授向安倍晋三前首相
夫人安倍昭惠女士致唁电表示
哀悼和慰问。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7 月 9
日就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突遭
不幸辞世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致唁电表示深切哀悼。

李克强表示，安倍晋三前
首相曾经为推动中日关系改善
发展作出积极贡献。我同他多
次会晤，就促进两国关系进行
有益交流。我愿同岸田首相加
强沟通对话，推动中日关系持
续健康稳定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