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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为进一步推进
“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国务院日前
印发《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罚款事项的决
定》（以下简称《决定》），取消和调整了公安、
交通运输、市场监管领域行政法规和部门规
章设定的53个罚款事项，其中，取消29个罚
款事项，调整24个罚款事项。这些罚款事项
主要集中在与企业和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社
会关注度较高的领域，取消和调整的目的是
切实减轻企业和群众负担，让企业和群众感
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决定》明确了这些罚
款事项的名称、设定依据、处理决定和替代
监管措施。

取消和调整上述罚款事项，严格执行国
务院明确的“三个一律”的清理标准：凡是违
反法定权限和程序设定的罚款事项，一律取
消；凡是罚款事项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有违“放管服”改革精神、不利于优化营
商环境的，或者有失公允、过罚不当的，一律
取消或调整；凡是罚款事项可采取其他方式
进行规范或管理的，一律取消。

《决定》取消和调整的53个罚款事项，共
涉及修改11部行政法规，修改和废止20部部
门规章。为了最大限度推进清理成果落地见
效，《决定》对修改行政法规、修改和废止部
门规章提出了明确的时间要求，有关部门要
在《决定》印发之日起60日内向国务院报送
有关行政法规修改草案送审稿，并完成有关
部门规章修改和废止工作，部门规章需要根
据修改后的行政法规调整的，要在相关行政
法规公布后60日内完成修改和废止工作。

为了保护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合法权
益，维护行政管理秩序和公共利益，《决定》
强调，罚款事项取消后，确需制定替代监管
措施的，有关部门要依法认真研究，严格落
实监管责任，创新和完善监管方法，规范监
管程序，提高监管的科学性和精准性，进一
步提升监管效能，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下一步，国务院将继续组织清理其他领
域的罚款事项，目前有关工作已经同步开
展。国务院有关部门将对应当清理的罚款事
项，及时予以取消和调整，切实维护人民群
众和市场主体合法权益，持续营造法治化营
商环境。

新华社北京8月12日
电 8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国际
民间社会共同落实全球发
展倡议交流大会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发展是
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各国

人民热切期盼通过发展实
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当
前，全球经济发展受到多
重因素影响，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落实进
程受阻。面对困难和挑战，
我们只有坚定信心、和衷

共济，坚定不移抗击疫情，
齐心协力促进发展，切实
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各国人民才能
过上好日子，人类社会才
能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紧转02版

习近平向国际民间社会共同落实
全球发展倡议交流大会致贺信

超4000平米下沉式广场
集舞台、市集于一体

走进公园，道路两侧种满各色
鲜花，在公园的主要区域，则有大片
开敞的大草坪可供欣赏。整个公园
形态为东西向长方形，在最西侧，一
个超大的下沉式广场将成为市民乘
凉、休憩、娱乐的重要区域。

“这个下沉式广场有4000多平
方米，东西两侧各有2000多平方米，
其中东侧有一个墨湖，西侧为智慧
旱喷。”据中国五冶交子公园东区项
目工作人员王昶介绍，西侧下沉式
广场周边为展示中心，东侧下沉式
广场为围合空间，集舞台、旱喷、市
集等玩乐设施于一体，精致可玩，又
给人豁然开朗的感觉。

站在广场中央，向四周望去，休
闲多功能台阶、遮阳伞、熊猫造型，
营造出轻松、愉悦的氛围。在东西两
个下沉广场连接处，一个小型的功
能房已经建成，施工人员正在进行
装修施工。“这里未来可以开个咖啡

馆或水吧，早上、傍晚市民在台阶上
坐着，可以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风
景。”王昶说。

记者注意到，东西两个下沉式
广场连接处上方有一个圆形构筑
物。王昶告诉记者，圆形的构筑物被
称为交子之环，从东向西看，这里正
好可以看到天府双塔。

内部共有3座人行特色飞廊
让市民融入公园中体验绿意盎然

顺着林间小路向东走，便可看
到公园内的第二个建筑展示中心。
其整体造型为椭圆形，外部建有一
个小型湖泊空间，以及结合水景设
置的汀步，增加市民的进出体验。现
场，施工人员正在对展示中心内部
进行装修。

从展示中心继续向东，需横穿
国祥街。在道路另一头建设的人行
特色飞廊，为市民提供更加安全便
捷的通行选择。据了解，整个公园内
部共有3座人行特色飞廊，它们造型

各异，但都结合公园特色，以流水线
形状设计，让市民更能融入公园中
体验绿意盎然。

穿过国祥街便可看到一座由方
块组成的建筑，以及一片起伏的娱
乐空间。“这里是一个儿童活动空
间，里边有蹦床、沙坑、旋转树池等
设施供儿童玩耍。”王昶表示，整个
广场色彩装点绚丽，区域内以科幻
理念建设，内部分为地球基地、月球
探索、太空遨游三个部分，让孩子们
在这里体验不同的乐趣。

成都交子公园东区工程总建设
面积约12.4万平方米，通过多功能多
层次布局，合理设置各类活动区域，
打造“共融生态圈、编织慢生活、汇
集人文情、点亮江夜幕”的金融生态
门户和锦江绿色地标。未来，将进一
步提升城市核心区的生态景观和区
域价值，在满足市民群众休闲娱乐
的同时，促进自然、城市与人和谐共
生发展，推动成都公园城市示范区
建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摄影报道 部分图据受访者

国务院印发《关于取消和调整
一批罚款事项的决定》

取消和调整
53个罚款事项

成都金融城交子公园东区通过竣工验收

12.4万平方米 城南上新大公园
近日，成都金融城交子公园东区

通过竣工验收，城南再添一座12.4万
平方米的大公园。该公园作为交子公
园的一部分，与已建成的交子公园西
区仅一河之隔。

8月10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走进公园，看到内部建设工作已完
成，仅部分建筑在进行内部装饰装修
等工作，整个公园通过3座人行特色
飞廊连接。公园内包含一个下沉式广
场、一个展示中心，以及一个活动广
场，供市民、小孩游乐嬉戏。未来，若
建设一座跨锦江的桥梁将东区、西区
连接，整个公园实现通连后，将进一
步方便市民游玩。

优化设计布局
打造首个生活美学空间

从世纪城站A口进入车站，记者
下了楼梯便被通道两侧充满活力的
黄、蓝色彩所吸引，极富创意的地铁
元素——列车车厢、站台、站点及电
话亭设计，让整个车站看起来清新
脱俗、别具一格。

成都地铁首个生活美学空间“四
季嘟成”共分为成嘟嘟展示区、品牌
POP-UP区、主题DP造景区以及商
业长廊区4大板块。其中，“成嘟嘟”展
示区以轨道生活IP形象“成嘟嘟”为
主要造景元素，在公共电话亭装置
中，市民拿起听筒即可与“成嘟嘟”通
话，收听“成嘟嘟”自我介绍、“四季嘟

成”相关资讯等内容；品牌POP-UP
区根据站内空间划分两处品牌跨界
区，包含联名品牌限时商店、品牌陈
列展示及“上闲里”内容扩充；主题
DP造景区聚集服务台、零售点、自
助设备集中点、乘客休息点等多种
功能，呈现兼具人文化与自动化的
全新场景；商业长廊区则整合“双开
式”商业中岛、商业方舱、点状休息
区等功能，打造开放式商业长廊，让
市民拥有更加方便的购物体验。

未来将在四川师大等
多个站点打造

“四季嘟成”生活美学空间是将
商业中岛、商业方舱、自助设备、广
告载体、便民设施与空间美学整体

融合的创新型多元复合空间，包含
游憩休闲、便民服务、配套零售、餐
饮服务等多种功能。

“生活美学空间不仅包括市民
休息区、便民服务区等基本功能，还
引入了早餐店、蛋糕店、鲜花店等，
让通勤路变成便捷购物路。市民一
边回家一边解决基本的日常所需，
免去来回跑的烦恼。”成都轨道集团
资源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说。

为何首选世纪城站呢？该负责
人介绍，世纪城站是地铁1号线、18
号线的换乘站，客流量大，此前已成
功打造“上闲里”TOD主题商业街，
给乘客带来十分便捷的服务。此次

“四季嘟成”生活美学空间则是“世
纪城·上闲里”的延伸。

截至目前，“四季嘟成”生活美
学空间已引进了麦当劳、OATLY、
安德鲁森、廖记棒棒鸡、泡泡玛特等
知名连锁品牌，以满足广大市民的
日常购物、餐饮需求，让轨道交通在
为乘客提供交通服务的同时，也能
提供更多样、更便捷的生活服务。

“根据试点情况，未来，我们将
在四川师大、二江寺、东大路、益州
大道、科学城、文翁石室等多个站点
探索打造更多的生活美学空间，让
地铁车站不再是平平常常的通勤
路，而成为带给乘客活力和温度的
生活空间。”该负责人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图据成都轨道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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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民的通勤路，暖心的下班
路”，为给市民带来更加舒适、便捷的
通勤体验，8月12日，成都地铁首个生
活美学空间——“四季嘟成”在世纪
城站正式亮相。

记者从成都轨道集团获悉，“四
季嘟成”主要以轨道生活IP“成嘟嘟”
为主体形象，延伸“世纪城·上闲里”
商业街空间，通过设置商业方舱、中
岛、自助设备等形式，引入餐饮、文
创、数码产品等业态，更好地满足市
民通勤路上的需求。

京沪两家“专精特新”企业相继落子成都

成都创投企业：我们这样引来“凤凰”

每一届体育盛会，都有属于自己的专属
口号。2022年第56届国际乒联世界乒乓球团
体锦标赛（决赛）·成都将于9月30日至10月9
日在成都举行，这是继北京冬奥会后，首个
获批的国际顶级赛事。随着比赛时间一天天
临近，当世界乒坛的顶尖选手汇聚蓉城，这
场角逐世界乒坛最高荣誉的精彩赛事又怎
能没有一个脍炙人口的口号呢？

即日起至8月16日，2022年第56届世界
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决赛）组委会将面向全
社会公开征集成都世乒赛团体赛的口号。作
品要求主题鲜明、语言简洁、响亮上口，重点
突出赛事内涵、时代特征和成都城市精神；
入选作品，创作者将有机会获得现金奖励，
并面向全球进行展示和传播。

本次口号征集活动，将组建专家评审委
员会对应征作品进行评审，最终评选出1条
主题口号和5条优秀口号，并于成都世乒赛
团体赛倒计时一个月发布最终入选口号。目
前，口号征集公告及应征表已在中国乒协官
方 网 站 上（https://www.ctta.cn/xhgg/qttz/
2022/0812/413401.html）发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姜山02

交子之环

下沉式广场

公园航拍图

工信部：将从5方面
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

成都世乒赛团体赛
口号征集正式启动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王伟12日
表示，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是拓展工业增
长空间、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
要举措，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重点从推进产
业基础再造、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培育
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推动制造业
集群发展、统筹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
和新兴产业的培育壮大等5个方面推动先
进制造业发展。

王伟是在12日举行的2022世界先进制
造业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作出上述表述的。

“当前国际形势依旧错综复杂，下半年
稳定工业经济运行仍然存在较大压力，要付
出艰苦努力。”王伟说，无论是当前提振工
业，还是长远的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都
要以先进制造业为抓手，要从推进产业基础
再造、提升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培育一批具
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推动制造业集群发
展、统筹推进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和新兴产
业的培育壮大等5个方面着手，推进先进制
造业发展。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