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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发展、惠民生
确保全年轨道交通完成投资400亿元

今年将开行枢纽环线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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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谦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25日晚，小区出现疑似病例，被临时管
控，居民可以通过外卖平台网购生活物
资，志愿者负责接收、按照门栋分类，自
行领取。“在业主群，有邻居主动发消息，
说如果小区有不会网购的老人可以找
他。”尹谦说，这句话提醒了她，想着放暑
假，特殊时期也能帮助楼栋里的邻居做
点力所能及的事，但她担心自己一个人
忙不过来，又“征集”了两位邻居。尹谦将
自己和邻居的电话号码、门牌信息都写
在了两张纸上，除了发在业主群外，还贴
在了23栋入户大厅的玻璃门上。

“第二天（27日）就有人联系我。”尹
谦说，主要是没住在小区的子女，帮父母
向她求助，“比如八九十岁的老夫妻独自

居住在家的，不会点外卖、网购买菜。”尹
谦告诉记者，接到求助后，她就在各个网
购平台上下单，会备注老人自己的楼栋
信息和电话号码，“配送到小区门口，志
愿者会给他们打电话。”尹谦说，如果是
行动不便的老人，她会提醒志愿者送一
下，志愿者们忙不过来，她也会去帮忙送
到楼上。

7月28日晚，住在23栋5楼的邻居朱
师傅委托尹谦帮忙买了2斤绿豆。

7月29日上午，一名女士联系尹谦，
她97岁的父亲住在瀚林花园，只有一名
保姆照顾，两人都不会网购……“这些信
息都收集登记，交给了目前担任楼栋长
的志愿者。”尹谦说，她的这项“工作”还
将继续，直到小区解封。

“各位23栋的爷爷奶奶，
若您不知道怎么外卖买菜，请电话或敲门！”

悄悄贴出的字条 写出浓浓邻里情
7月26日，因小区

出现确诊病例，成华区
府青路街道桃蹊社区的
瀚林花园小区被管控，
居民的生活物资主要依
靠外卖、网购平台，以及
社区、志愿者完成最后
一步投送。

在瀚林花园小区
23栋2单元的大门上，
两张字条悄悄贴出：“各
位23栋的爷爷奶奶，若
您不知道怎么外卖买
菜，或遇事需要帮忙，请
电话或敲门。”字条上，
留下了3个联系方式和
门牌号，以及温馨提示
“疫情期间做好防护”。

留下电话的，是
23栋的居民尹谦和两
位邻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于遵素
图据受访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都市
住建局获悉，下半年成都市住建局将坚
持“讲政治、抓发展、惠民生、保安全”的
总思路，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超常举
措保运行稳大盘，确保全面完成全年各
项目标任务。

从数字上来看，今年上半年，成都完
成建筑业总产值3190亿元，同比增长
89%，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1689亿元，同
比增长81%。重大项目推进方面，轨道交
通完成投资199亿元，同比增长230%，
TOD完成投资140亿元，同比增长487%。

具体到今年下半年的工作措施上，
成都市住建局将以项目为中心抓建设促
发展；以转型升级为导向提升建设质效；
以提升人居品质为目标强化民生保障；
以风险管控为抓手守好发展底线；以严

实作风为保障确保目标完成。
首先，将以项目为中心抓建设促发

展。将加强城市更新、地下综合管廊等领
域项目策划包装，积极申请专项债等金融
支持。完善重大项目审批“绿色通道”，强
化项目全流程统筹管理，确保全年轨道交
通完成投资400亿元，TOD完成投资超过
240亿元，城市更新完成投资360亿元。

二是以转型升级为导向提升建设质
效。将推进绿色建筑促进条例出台，进一
步提高绿色建筑和装配式建筑执行标
准，开展光伏建筑应用研究和试点建
设。将加快推进全过程 BIM试点项目落
地实施，完善BIM技术应用规范体系，提
高智能建造水平。

三是以提升人居品质为目标强化民
生保障。将坚持“房住不炒”定位，精准施

策进一步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将加快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和分配，高
标准完成6万套（间）筹集建设任务。还将
持续推进城市更新16个全国试点项目建
设，加快组建城市更新基金吸引社会资
本参与。

四是以风险管控为抓手守好发展底
线。将持续开展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加
强建设工地、重要基础设施和房屋安全风
险隐患排查。将加快构建智慧住建体系，
提升智慧治理水平，强化风险管理能力。

五是以严实作风为保障确保目标完
成。坚持从严治党，深入整治作风问题和
形式主义，始终坚持严的主基调，切实加
强干部队伍能力建设、作风建设，以严实
的作风推动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成都市交通运输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下半年，成都市
交通运输局将加快建设交通
通道提升极核主干能级、调整
交通结构促进“双碳”目标、推
进智慧交通提高科学敏捷治
理水平、优化运输服务提质

“幸福城”。
在项目建设方面，持续

策划储备“三个做优做强”重
点突破片区交通项目等一批
项目，力争成渝铁路扩能改
造、宝成铁路公交化、市域铁
路S5线、天眉乐高速等项目
具备开工条件。同时建立专
班推进机制和红黑榜通报制
度，完善奖励激励政策，千方
百计推动项目多投快建，严
格落实疫情防控“九不准”，
持续做好物流保通保畅，推
动货运周转量稳步提升，确
保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在公共出行方面，坚持
以轨道交通为中心优化常规
公交线网，更好接驳环城生
态公园等重点区域，推进公
交轨道运力匹配、时刻协同、
就近接驳，今年内还将开行
枢纽环线动车。将分步推进
巡游出租车运价和公交一体
化改革，研究制定道路客运
发展实施细则，深化“绿色低
碳出行日”“碳惠交通”应用，
力争年底基本实现公交车、
巡游出租车新能源化。

此外，将深入开展助企纾
困，建立重点企业服务专班和
中小微企业服务专员制度，严
格执行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
等降费减税、金融支持政策，
采取绿色通道、特事特办、容
缺受理等举措，持续优化审批
服务。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闫宇恒

市住建局市住建局：：
以项目为中心抓建设促发展
TOD将完成投资超240亿元

市交通运输局市交通运输局：：
力争年底基本实现

公交车、巡游出租车新能源化

金堂县金堂县：：
力争绿色低碳产业产值突破400亿元

今年下半年，金堂县将以
“走好低碳路、争创百强县”为
主线，全力以赴拼经济、抓发
展、保稳定，努力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

推动经济发展势头更稳
更好。全力扩大有效投资，坚
持“一切围着项目转、一切围
着项目干”，加快推进国家西
南区域应急救援中心、亚蓉欧
国际冷链产业园、鼎禄新能源
等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
物工作量。推动产业建圈强链
走深走实。做大链主企业，鼓
励支持通威、巴莫等“链主”做
大做强，进一步增强对产业链
的聚合带动力。筑强产业链

条，重点聚焦晶硅光伏、新型
锂电产业，力争全年招引重点
配套项目20个以上；绿色低碳
产业产值翻番、突破400亿元，
支撑全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增
长30%左右。推动“三个做优
做强”落地落细。推进重点片
区建设。勇担“三个做优做强”
先行试点县使命，以淮州绿谷
片区建设为引领加快打造绿
色低碳高质量发展新高地。

推动社会民生事业提质
提档。加快成都国际职教城、
淮州树德领办校、淮州三级综
合医院等建设，努力让群众看
到变化、得到实惠。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华宇

轨道交通资阳线
成都市住建局
完善重大项目审批

“绿色通道”，强化项目全
流程统筹管理，确保全
年轨道交通完成投资
400亿元，TOD完成投资
超过240亿元，城市更新
完成投资360亿元。

成都市交通运输局
下半年，将力争成

渝铁路扩能改造、宝成
铁路公交化、市域铁路
S5线、天眉乐高速等项
目具备开工条件，成都
今年年内还将开行枢纽
环线动车。

楼栋贴出暖心字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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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01版 中方始终支持中
东国家团结协作解决地区安
全问题，支持中东人民独立自
主探索发展道路，愿同伊方在
上海合作组织等框架内加强
沟通合作。中方赞赏伊方积极
支持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
全倡议，愿同伊方共同推动倡
议落地见效，推动国际秩序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莱希表示，去年伊中共同
庆祝了建交50周年。过去50年
伊中合作取得重要成果，相信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未来伊中
关系将实现更高水平发展。坚

定不移深化伊中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是伊朗既定外交政策优先
和重点。伊中两国都反对霸权
主义、单边主义，反对干涉别国
内政，反对非法单边制裁，反对
双重标准。伊方坚定奉行一个
中国政策，坚定支持中方维护
自身核心利益。伊方高度赞赏
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
挥的重要积极作用，支持中方
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
全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协
作，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维护
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促进地
区和世界和平、安全、发展。

上接01版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回答
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
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
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
政党等重大时代课题，科学回
答了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
民之问、时代之问，形成了系
统全面、逻辑严密、内涵丰富、
内在统一的科学理论体系，是
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全部实践中产生的理论结晶，
是推动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
不断向前发展的科学指南，是
经过实践检验、富有实践伟力
的强大思想武器。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
引下，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
族人民铸就了新时代的新辉
煌，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
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历史
已经并将继续证明，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
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
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作
为党和国家必须长期坚持的
指导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新时代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高高举起了精神旗帜，必将
在中华民族复兴史、马克思主
义发展史和人类社会进步史上
绽放出更为灿烂的真理光芒。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
化也永无止境。当代中国正在
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
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
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
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
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

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
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进军的新征程上，必须全面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
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
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开
创事业发展新局面。要深刻认
识和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时代意
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世界
意义，深刻理解其核心要义、
精神实质、丰富内涵、实践要
求，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
夫。要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
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
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
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
主义呈现出更多中国特色、中
国风格、中国气派，续写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
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
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马克思主
义在当今时代的大发展作出
了开创性、全面性、历史性贡
献。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就是真正坚持和发
展马克思主义，就是真正坚持
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前进道
路上，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动
摇，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地位不
动摇，在乱云飞渡中把牢正确
方向，在风险挑战面前砥砺胆
识，始终掌握新时代新征程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
激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而奋斗的信心和动力，风雨
无阻，坚毅前行，我们就一定
能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贯彻落实市委工作会议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