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的“市委十二届六次全会
系列新闻发布会之四——坚持绿
色发展，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
市”，市林业园林局、市城管委等部
门相关负责人纷纷介绍了新举措。
■每年打造10条花树特色示范街道

成都市林业园林局总工程师
刘可佳介绍，我市将组织实施《花
重锦官城2016-2025规划》，每年打
造10条花树特色示范街道，完成新
增绿地建设1000公顷。力争到2020
年，主城区绿化覆盖率达到46%，绿
地率达到42%，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达到15平方米。
■万兴环保发电项目明年建成投运

成都市城管委机关党委书记
范国刚透露，正在建设中的万兴环
保发电厂项目将在明年建成投运，
日处理垃圾能力将达到2400吨。此
外，市城管委还在大力推进彭州的
隆丰、邛崃的宝林两座环保发电厂
的项目建设，并启动大林、金堂环
保发电厂项目建设的前期工作。
■今年前11月重污染天气少了17天

成都市环保局副局长张军昨
日介绍，今年 1 月到 11 月，我市重
污染天气比去年同期减少了17天，
且无严重污染天气；11月与去年同
期相比，PM10、PM2.5 分别下降了
17.6%和10.7%，达标天数比去年同
期增加了2天。
■到2025年建成57个滨水城镇景观

成都市水务局副局长陈科称，
成都将对岷江、沱江、西河、南河等
23条主要江河堤防实施综合治理。
中心城区内涝防治能力到 2020 年
达到20年一遇，2025年可以有效应
对 50 年一遇暴雨。此外，成都市还
将进行水景观的提升。至 2025 年，
建成57个滨水城镇景观节点，滨河
绿道建成长度1000公里。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王垚 叶燕

两城将实现“公交化”
来往

盛毅告诉记者，早在10年前，包括他
在内多的位学者就提出了“成渝经济圈”
的概念，但一直囿于交通便捷性、城市经
济辐射力等短板。

在盛毅看来，经过十年发展，成渝两
座核心城市经济辐射力明显提升，如今客
专的通行，解决了交通短板，两地心理距
离也会更近。

盛毅认为，在高铁效应下，在第三轮
西部大开发中，成渝经济圈与菱形经济圈
（成都、重庆、西安、昆明）的城市联系会更
紧密，云南和贵州也希望联合四川重庆，
走向“一带一路”。

“成渝经济圈毫无疑问是中国经济发
展最大的增长极。”盛毅表示，秉承良好的
产业基础，成渝经济圈将是我国重要的现
代制造业基地、旅游文化基地，以及重要
的科研教育基地。同时，成渝经济圈的辐
射范围内，人口达到两三亿，但由于目前
整体发展水平比较低，这将是一个提升空
间非常大的市场。

重庆商报、成都商报联合报道组记
者 王杨 李阳

11月20日，记者通过网络购买当
天下午4点的动车票，回重庆过周末。
然而，除了晚9点后的普通列车尚有余
票，当天下午的动车站票都已全部售
罄。记者只得乘大巴回重庆，上了车，
才知道大约三分之一的乘客都是没买
到动车票的同路人。

12306官网显示，目前成渝动车每
天开行28对。但实际上，每到周五小高
峰，不提前一两天，很难买到动车票。

在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盛毅看
来，成渝每天28对动车的运输量，算下
来大约半小时一对，不能完全满足成
渝经济圈的人流需求。据成都铁路局
此前发布的消息，成渝高铁正式开通
运营后，每天车次将达到32对，保留每
天开行动车组17对，这意味着成渝之
间快速铁路班次增加了75%。它带来
的是倍增效应，带动沿线城市之间更
频繁之间的往来将实现“公交化”，而

“公交化”可以驱动区域“一体化”，沿
线城市、尤其是两大核心城市成渝间
的协作性将会大大增强。

整体改变外界老观念
资本

更强辐射菱形经济圈
区域

成渝经济圈是西部人口最为
稠密、产业最为集中、城镇密度最
高的区域。据川渝公布的去年的数
据，两地每年实际利用外资均上百
亿美元。

四川省投资促进会秘书长石烨
嘉认为，如今西部真正意义上的首
条高铁连通成渝，无疑将整体改变
外界对成渝经济圈的印象，提升投
资吸引力。

四川省商务厅服务业处副处长
唐毅表示，成渝经济圈内高铁通车，
将影响沿线产业布局，正在建设的
川渝合作示范区（广安片区）等，以
及筹划中的中德产业创新合作园，
都会在高铁的影响之下，赢得新的
机遇，促进发展提速。

“四川的成都市区、天府新区、
绵阳、乐山由于其地理优势，将会首
先融入这一高铁经济网。”唐毅指
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地的比较
优势将会进一步突显，会在更大的
范围内进行产业分工。

47路上一周捡多个钱包 追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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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成渝铁路不仅是一
条交通要道，更承载着成渝
两地的众多记忆。在成渝高
铁即将通车之际，60多年
前，曾在老成渝铁路上默默
耕耘的建设者、老司机的辛
苦值得成渝两地铭记。

孙贻荪老人今年83岁，
17岁那年还在军校读书的
他，因为成渝铁路建设，被
分配到了西南军区军工筑
路队第一纵队直属二团，成
为了一名参谋。

回忆起当时修铁路，孙
贻荪老人说，那时修铁路
没有太多现代化设备，主
要都靠人工，“用钢钎大锤
打眼，火星四溅，还需要用

水来降温，这些眼就是用
来安放炸药。”

作为一名参谋，在成渝
铁路的修建过程中，孙贻荪
半天劳动，半天做参谋的工
作，主要是协调、掌握进度
等。“还有一些保密口号，也
由我来传达安排。”孙贻荪
说。为何修铁路要保密口
号，因为不时会有土匪来搞
破坏。孙贻荪说，当时枪都
是整齐放在路边，既是威
慑，也是可以随时进入战斗
状态。曾经他就和同志一
起，在重庆九龙坡附近，打
退过上百号土匪。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摄影记者 王勤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舒 摄影记
者 王勤）成渝高铁即将通车运营，在线
路上将运营国内最先进的CRH380D型
动车组，如此先进的动车组如同“豪车”
一般，要怎样保养，才能保证其性能良
好安全行驶？昨日，记者来到成都动车
段探访成渝高铁动车组的“维保”。

据了解，“和谐号”动车组的检修修
程分为五级，一、二级检修为运用检修，
是日常的“常规体检”；三、四、五级检修
为高级检修，是按累计运行公里数或运
行时间定期进行的“深度检查”。

由于成渝高铁CRH380D型动车组
配属重庆车辆段，因此该车二三级修
并不在成都动车段。成都动车段主要
负责一级修，列车运行48小时或4000公
里，并需经停成都过夜，就要进行一级
修。每次检修约2个半小时，要对车辆
车底、高压电设备、司控系统等进行全
面检测。

曹家巷改造经验获央视关注

“大家都晓得，曹家巷历史上有过
多次动迁的机会，但是都没有成功，被
称为‘十年拆不动的曹家巷’。”北改是
如何完成曹家巷改造这一艰巨改造任
务的呢？

秘诀就在于金牛区北改办牵头总
结出的曹家巷工作法。

2012年初，金牛区在征求片区所
有住户意愿的基础上，决定以自治改
造的方式推进曹家巷一、二街坊棚户
区改造项目：由曹家巷居民代表组成
自治改造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当地
住户公开投票选出，并经逐户征求意
见、签字同意确认产生。“自改委”在项

目摸底调查、房屋确权公示、安置方案
制定、协议签约等工作环节发挥作用，
确保政府在项目运作过程中最大范围
倾听民意，最大程度集纳民智，最大限
度整合民力。

一年以后，2013年7月，曹家巷一、
二街坊棚户区成功实现改造。中央电视
台制作了多期专题片，在《新闻联播》等
节目中分享了经验。

“曹家巷工作法”已在金牛区全区
推广。最新的统计数据显示，“十二五”
时期，金牛区已实施棚改和危旧房改造
项目56个，吸引社会总投资595亿元，完
成投资233亿元，完成拆迁居民17000多
户，畅通城北、发达城北、宜人城北建设
已初见成效。

严格制度设定 阳光推进北改

“我们的要求很明确：阳光推进北
改。”据介绍，工作班子刚搭建起来时，
金牛区北改办就建立了“一把手”负总
责、班子成员各负其责、一级抓一级、层
层抓落实的廉政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确保每个环节都有严格的制度规定和
程序设定，用制度管人、管钱、管事，防
止和减少行政过错和行为失范现象的
发生。与此同时，金牛区北改办也强化
成员的廉洁自律，并增强社会监督。每
年，金牛区北改办承担市、区人大代表、
政协委员和市民代表对北改工程的现
场检查验收，满意率达到100%。

成都商报记者 刘友莉

32岁的文世兰与其丈夫
罗洋，是同在一个建筑公司
的同事，却分属重庆、成都两
个分公司；本应同居一个屋
檐下的亲人，却日日思君难
见君。

文世兰做工程造价工
作，罗洋从事建筑设计。从
2008年开始，小两口儿的

“双城记”已经持续七年多。
“我们成了成渝铁路线上的
常客。”文世兰说从2008年开
始，几乎每个周末、假期，都
是他们的“七夕”，成渝铁路
线就是他们的“鹊桥”。“每周
才一见，每一次相聚，我们都
很珍惜。”文世兰羞涩地轻声
笑出了声，“每次分开很舍不
得，能多待1秒钟也好。”

即便见面不易，两人感
情却很好，两年前，文世兰和
罗洋在重庆结了婚。文世兰

也向记者分享了“双城记”的
婚姻。罗洋坐动车回重庆，他
到重庆北站就给文世兰打电
话；文世兰在家准备好吃的，
饭菜热腾出锅了，罗洋坐轻
轨也差不多到家。

文世兰和重庆的姊妹吃
了什么好吃的，周末了，她一
定会让罗洋回来，小两口儿
再吃一遍；罗洋和成都的兄
弟伙看了什么好电影，周末
了，他一定会让文世兰过来，
小两口儿再看一遍。

“我们双城生活的小家庭无
比期待‘成渝高铁’开通。”罗
洋一直都非常关注成渝高铁
的进展。他希望成渝高铁将
来可以像地铁、公交车一样，
几分钟一班。让成渝两地的
人，真正能说走就走。

重庆商报、成都商报联
合报道组记者 李阳 王杨

金堂：打造活力“双创小镇”

成都商报讯（记者 袁勇）昨日，
由中共金堂县委、金堂县政府、成都
市科学技术局主办，金堂县委组织
部、金堂县经济科技和信息化局承
办的“创业天府·菁蓉创享会——创
业英雄·金堂汇”在金堂举行，旨在
搭建创业者之间交流、创业者与服
务机构合作的平台。

活动现场有四川省内节能环保
重点企业、四川大学及其他创业服务
机构代表共计150余人。代表们通过
创业经验分享、创新政策宣讲、企业
创新成果展示等形式，深入解读创新
创业政策，充分展示创新创业成果。
为将“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落地生
根，金堂县依托区域优势，打造高智
力密集度、高产业附加值、高创新创
业活力的“双创小镇”。与此同时，金
堂县还出台创新创业专项扶持政策，
营造优良的创新创业环境，搭建区域
创新创业交流与合作平台，实现优势
互补、合作共赢。

反扒大队：
47路及周边线路重点防控

成都商报讯（实习记者 钟茜
妮）前日商报报道了47路公交车7天捡
到8个钱包的奇事。见报后，市公安局
公交地铁分局高度重视，调出47路的
监控视频展开摸查。反扒大队张队长
分析，近段时间虽未接到有关47路的
报警电话，但不排除出现扒手的可能
性，还有可能是扒手在其他线路作案，
换乘47路丢钱包，所以他们将重点防
控的区域扩大到47路及周边线路。

对于一些乘客反映由于47路班
次较少、人多拥挤，导致丢钱包的情
况，成都公交集团也做出了回应。相
关负责人表示，47路每天发车169班，
班次充足，早晚高峰期人多拥挤不可
避免，但相信地铁4号线开通后会分
走相当一部分客流，公交公司也会根
据客流量考虑线路调整或增开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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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福特金牛座全程冠名支持
两地两地，，从此一城从此一城

成渝高铁 圆个说走就走梦

减法
运营初期全程运行时间大概在1个半

小时左右，和现在成渝之间动车组相比，快
了约半小时。

2小时-1.5小时

异地夫妻，只等“鹊桥”开通
连着的他俩连着的他俩成渝高铁

金牛区北改办：曹家巷工作法叫响全国

身边的勤廉兼优典型

践行“三严三实”
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

20122012年年，，成都北改龙头工程全面启动成都北改龙头工程全面启动。。
在金牛区在金牛区，，有有1010多个人分别从政府办多个人分别从政府办、、统发统发
中心中心、、城管局城管局、、纪委纪委、、审计局等部门集合到审计局等部门集合到
一起一起，，组成了一支组成了一支““临时工队伍临时工队伍”，”，奔赴北改奔赴北改
战场战场，，争当北改决策参谋助手争当北改决策参谋助手、、北改攻坚协北改攻坚协
调能手调能手、、北改工作落实强手北改工作落实强手。。这支队伍的名这支队伍的名
字叫金牛区推进北城改造办公室字叫金牛区推进北城改造办公室（（以下简以下简
称金牛区北改办称金牛区北改办），），于于20132013年拿到年拿到““准生准生
证证”，”，正式挂牌成立正式挂牌成立。。

加法
成渝目前有每天28对动车的运输量，成

渝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后，每天车次将达到32
对，而动车将保留每天开行17对。

32对+17对

一加一减，成渝高铁带动沿线城市往来“公交化”

老成渝铁路人：当年修路要对暗号
勿忘他们勿忘他们成渝高铁

说起旅游，成渝高铁的开通，无疑将
带来巨大的改变。“首先是出行方式上，
会有变化。”四川省旅游局市场促进处处
长袁世军表示，目前川渝之间自驾游旅客
数量不少，但相比而言，客专的舒适性、便
捷性和安全性自驾游难以比拟，客专开通
后，将分流部分自驾游游客、夕阳红游客。

袁世军指出，高铁为两地联程旅游
提供了理论可能性，要实现这个目标，还
需要两地旅游企业加强合作，联合打造
该类联程产品。

相比而言，成渝客专沿线并非四川
省旅游资源富集地，川西、川北更具旅
游业优势。“其实省旅游局和川西、川北
多个城市旅游管理部门已意识到，成渝
客专开通是吸引重庆方向游客向川西
川北的一个重要机遇。”袁世军称，目前
正在制定方案，在客专开通后，20几个
旅游局都会将重庆作为重要目的市场，
重点推广营销。

推出更多联程产品
旅游

每两天体检一次
安全

明年起每年打造
10条花树特色示范街

老成渝铁路建设者孙贻荪：当年修铁路还要用到保密口号

成 渝 高 铁 使 用 的“ 豪 华 ”
CRH380D型动车，每次检修时间大
约2个半小时

12月16日，两地媒体体验成渝高铁，感受这班列车的快捷与舒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