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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劳模评选表彰启动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舒）

昨日，记者从

市总工会获悉，2009-2013年成都市劳动模

范、模范单位、模范集体（班组）评选表彰

活动目前已正式启动。

据了解， 此次评选表彰将评选出450

名劳动模范、100个模范单位和200个模范

集体 （班组）。“通过对劳动模范评选表

彰， 广泛宣传在投身推动我市经济发展

‘提质升位’、城市建设‘转型升级’的

科学实践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先进个人与

集体，进一步弘扬新时期劳模精神，在全

市营造劳动光荣伟大、 劳模荣誉崇高的

浓厚氛围，创造人人争当劳模、人人学习

劳模的良好社会风气。”市总工会相关负

责人表示。

前期评选结束后， 将于本月底召开

2009-2013年度成都市劳动模范、 模范单

位、模范集体（班组）评选及表彰大会，正

式表彰评选出各类劳模（集体）。

成都商报记者为您抢先体验地铁2号线东延线

2号线东延线套跑试验

最高票价没变 半小时天府广场到龙泉

昨日起，地铁2号线东延线正式进入全线贯通试运行大小交路（长短线）套跑试验，地铁2号线列车按照

“犀浦站→龙泉驿站→犀浦站”、“犀浦站→成都行政学院站→犀浦站”两种方式进行试跑。今年10月底之

前，地铁2号线东延线开通试运行后，乘坐区间的增加，不会导致最高票价增加，仍为6元，天府广场半个多小

时即可抵达龙泉。而沿途乘车“一站一景”，上天入地的地铁线路，也会给市民一种别样的乘坐体验。

成都地铁2号线

东延线工程西起地

铁2号线一期工程终

点站成都行政学院

站， 东至龙泉驿站，

全线共设大面铺站、

连山坡站、 界牌站、

书房站、 龙平路站、

龙泉驿站6座车站，

其中3个高架车站、3

个地下车站。

据悉， 地铁2号

线东延线全长11.116

公里，其中高架部分

5.357公里， 地下隧

道部分4.635公里，

地面线 1.124公里，

因此地铁2号线东延

线也是目前成都地

铁高架线路里程最

长的一段线路，其高

架高度最高达到了

12米左右，而西延线

则基本在8米左右。

在这段工程选择高

架将大大节约成本，

大约是地下线路成

本的三分之二至五

分之二。

票价几何

区间增加 换乘最高仍是6元

昨日中午， 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行

政学院站登上一趟前往龙泉驿站的试跑

地铁列车。 列车从成都行政学院站驶出

后，不到半分钟便开出隧道，来到了高架

之上，视野随之开阔。行驶3分钟左右，抵

达了东延线的第一个高架站大面铺站。

地铁2号线东延线给人最大的感受

便是列车从地下出发，再转到地上高架，

天与地之间的快速转换。

据成都地铁运营公司相关负责人介

绍，地铁2号线东延线开通试运行后，从天

府广场乘坐地铁直达龙泉大约只需半个

多小时，从成都行政学院站到龙泉也在15

分钟左右， 而乘坐2号线从西边犀浦站至

东边龙泉驿站，无需中转仅1个多小时。

虽然效率提高了， 但春熙路站到龙

泉票价只需4元钱，线路延长后，1、2号线

换乘的最远乘坐区间票价仍为6元。

如何乘坐

高架站二楼买票三楼坐车

三个高架站大面铺、 连山坡、

界牌的换乘方式主要类似于二环

路快速公交，旅客可通过多个手扶

电梯、步行梯来到二层，二层设有

闸机、自动售票机、购票窗口等设

备，购票完成后，旅客则再来到三

层候车层，等待乘车。在大面铺站

候车层，还设有玻璃材质建成的小

隔间， 今后也可以作为商业用途，

旅客可在其中购物等。

每个站房通过一个连廊与一

栋二层建筑相连，据成都地铁相关

负责人介绍，这栋建筑主要是供电

等工作用房。

据成都地铁运营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每个高架站候车层还专

门设有一个空调房，里面有空调保

持恒温，有座椅，免费提供给乘客

使用，主要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

情况的乘客。

站房风格上， 三个地上站仍

然延续一站一风格的理念， 不过

更显简约， 大面铺站以古铜色为

主色调， 候车层吊顶还有宛若铜

丝编制而成的古朴汉字。界牌站、

连山坡站的站房主色则更为亮

丽， 候车层屋顶都是采用板材与

玻璃相间隔的方式组合而成，使

得高架站台基本采用自然采光，

通透但又能够有效隔热。

站台风格

契合驿站、汽车工业主题

三个地下站也延续着 “一站一景”的

设计风格。书房站最近便进出站口，距离龙

泉驿区政务服务中心约在一公里以内。走

进车站，16个站厅层立柱上被绿色钢板包

裹，其中两面设有丝印玻璃，好像装裱好的

画框，里面则是梅花、喜鹊等不同手法绘制

的水墨国画。

龙平路站内的立柱面则采用铝腐蚀轮

胎印记， 看起来就如同崭新车轮碾过的道

路一样，一排排车辙印清晰可见。据介绍，

之所以采用轮胎印记造型， 主要是为了契

合龙泉汽车工业的主题。

终点站龙泉驿站位于龙泉音乐广场下

方，每个柱子上装饰了拴马桩的搭配，柱子

四面或是一首唐诗、或是一个浮雕，均结合

“汉置邮亭，唐设驿传，元改站赤，明曰‘驿

站’，始称‘龙泉驿’”这一地名的由来。

人性化设计

刷卡投币闸机能过轮椅

据了解，地铁2号线东延线车站均设有

2至4个出入口， 出入口也搭配有手扶电梯

等。 站内还设有专为残疾等行动不便旅客

人量身打造的直升电梯。

东延线人性化设计较多， 进出站的刷

卡投币闸机不是保持半米左右均匀间距，

最边上一个空位在两部闸机中间， 预留距

离有一米多， 完全可以容纳一台轮椅顺利

通过，方便轮椅进出。另外，站内设有盲道，

直达车站内各功能区，“到了楼梯部分会

有提示中止的‘止行带’，楼梯附近还有供

老年人等腿脚不便人士使用的手扶栏杆。

盲道采用的是不锈钢金属条，触觉明显，通

过盲道可以抵达车站内的购票、 候车以及

卫生间等各个功能区。”该负责人说，在卫

生间附近也有无障碍通道可以推着轮椅直

接到达。

成都商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管局获悉，

昨日成都交管部门共行政拘留了3名阻碍交

警执法的电瓶车驾驶员。

“飞”上跨线桥 连撞两交警

昨日下午3时50分许，电瓶车司机米某无

视协警劝导， 将电瓶车直接开上火车南站东

路跨线桥， 下桥后50米内又先后撞开两名上

来阻拦的交警，继续行驶，但行驶不远即被另

一名执勤民警挡下。

据交警一分局民警介绍， 在火车南站东

路跨线桥处，米某骑电瓶车自东向西行驶，一

名协警发现他行走机动车道行为突出于是上

前劝导，没想到米某置若罔闻，直接将电瓶车

骑上跨线桥， 协警马上通知了桥西的民警准

备阻拦。根据两部执法记录仪显示，接到通知

后， 一名在桥西执勤的民警马上做好阻拦准

备，米某下桥后骑车在主车道行驶，该民警手

执指挥棒上前阻拦，手被米某一下撞开，指挥

棒掉落在地上被损坏。见米某撞开同事，五十

米内另一名民警连忙做好阻拦准备， 这时米

某已将电瓶车骑到快车道， 民警迅速赶到快

车道，拿指挥棒做出阻拦手势，但米某骑车又

将该民警手撞开，可能是有些害怕，再一次撞

开交警后， 米某放慢车速， 回头看了一眼交

警，但未作停留，只是骑车从快车道变道至非

机动车道，随后在不远处被另一名交警挡下。

“我当时想去西航港，为了省点时间才走

的跨线桥，后头我看交警来拦我，有点慌了才

把交警撞开的。”昨晚，面对成都商报记者，米

某回忆了当时阻碍交警执法的心态， 并抱头

称悔不该阻碍交警执法。

而经过询问和执法记录仪等证据证实，

米某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第50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被处以

行政拘留10天。

5元拉个客 躲交警竟加速撞人

昨日下午4时50分，在三环路琉璃立交往

娇子立交方向的辅道上， 骑着电瓶车的杨某

搭着一名乘客。被执勤交警发现后，杨某不但

没有停车，还加速冲撞交警。

现场，交警被撞倒在地，手上的指挥棒也遭

到损坏。经鉴定，这名交警的左手和左腿受了轻

微伤。“我在城东客运站搭了这名乘客，收了他

5元钱！”42岁的杨某告诉交警， 他是骑电瓶车

拉生意的，之所以阻碍执法是为了逃避处罚。

昨晚， 杨某因阻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依

法执行职务，被处以行政拘留10日、罚款500

元的处罚。

市公安局交管局相关人士表示， 交管部

门将开展针对电瓶车交通违法的专项整治，

对于阻碍执法的电瓶车驾驶员， 交管部门将

依法予以处理。

成都商报记者 唐奇

阻碍交警执法 3名电马儿昨被拘

为方便即将选择到龙泉吃喝玩乐以及定居

的市民，成都商报记者通过沿途探访，梳理了目

前公交、 地铁接驳线路指南以及周边房产、学

校、医院的情况指南。

被处以行政拘留

10

天的米某懊悔地趴在桌上

摄影记者 王效

制图 余进

地铁二号线东延线书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