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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
《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引领西部新
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会议认为，培
育发展成渝城市群，走出一条新型城
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互促共进的新路
子，对推进西部大开发和长江经济带
建设等重大战略契合互动，释放中西
部巨大内需潜力，拓展经济增长新空
间，具有重要意义。分析认为，培育发
展成渝城市群，将助力打造区域发展

重要增长极。

环境共治建设绿色城市
助力打造区域发展重要增长极

会议通过《成渝城市群发展规
划》，强调要以强化重庆、成都辐射带
动作用为基础，以创新驱动、保护生态
环境和夯实产业基础为支撑，建设引
领西部开发开放的城市群，形成大中
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格局。主要

任务：一是实施生态共建环境共治，严
格保护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强化
水资源安全保障，建设绿色城市。二是
壮大装备制造、生物医药、农林产品加
工等优势产业集群，发展商贸物流、旅
游、文化创意等现代服务业，有序承接
产业转移。三是进一步扩大开放，推动
中外产业和创新合作平台建设，依托
长江黄金水道和铁路、公路网络，畅通
对内对外开放通道。加快交通、能源、

水利、信息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四是
建立成本共担利益共享协同发展机
制，推动资本、技术等市场一体化，因
地因城施策促进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自
由流动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鼓励
农民就地创业就业。五是统筹城乡发
展，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推动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加快脱贫攻坚和民生
改善。努力打造产业优化、生活优质、
环境优美的“新成渝”。 下转02版

4月1日起，四川正式取消“单边
桥”考试；而境外“速成”考取驾驶证
行不通了；残疾人驾考放宽，左手没
大拇指也能考驾照。这是省公安厅
在近日印发的通知中作出的规定。

“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
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和
低速载货汽车的科目二考试内容确
定为：倒车入库、坡道定点停车和起
步、侧方停车、曲线行驶、直角转
弯。”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民警介绍，
根据新规，从4月1日起，四川省以上
类型汽车的驾驶人科目二考试将不
再考核“通过单边桥”项目。

据了解，“通过单边桥”项目是
2013年根据公安部授权，结合四川
山区道路和乡村道路多、地形复杂
的实际情况增加的考试项目。近年
来，全省道路通行条件得到很大改
善。“客观上具备了取消‘通过单边
桥’考试项目的条件。”该民警说，因
此，省公安厅在广泛听取多方意见
后，决定取消该考试项目。

新规实施后，在境外速成考取
驾照，回国后再转成国内驾照的做
法已经行不通了。“内地居民持有境
外机动车驾驶证申领我国驾驶证
的，必须在驾驶证核发国家或地区
连续居留3个月，中途不得离境。”民
警指出，连续居留不足3个月的，应
当考试科目一、科目二和科目三，而
不是仅仅考试科目一了。

新规明确：左手任意三指健全，
不必拇指健全；右手手掌完整，可以
没有手指。这部分申请人可以申请
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
货汽车、三轮汽车准驾车型的机动
车驾驶证。

从7月1日起，除大中型客货车
驾驶人的科目三考试因技术原因暂
不强制实施实时监管外，小型汽车
驾驶人的科目一、二、三考试均纳入
全国统一的考试监管系统，实时监
管考试过程，进一步杜绝考试作弊
等违规行为。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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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优化 生活优质 环境优美

一是实施生态共建环境共治，建设绿色城市
二是壮大优势产业集群，发展现代服务业，有序承接产业转移
三是进一步扩大开放，畅通对内对外开放通道
四是建立成本共担利益共享协同发展机制，鼓励农民就地创业就业
五是统筹城乡发展，以工促农，以城带乡，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要以强化重庆、成都辐射带动作用为基础，以创新驱
动、保护生态环境和夯实产业基础为支撑，建设引领西部开
发开放的城市群，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同发展格局

国务院常务会议昨通过《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

打造“新成渝”

考小车驾照
明起取消“单边桥”

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
汽车和低速载货汽车的科目二考试内容确定为：倒车入库、坡
道定点停车和起步、侧方停车、曲线行驶、直角转弯。从4月1日
起，四川省以上类型汽车的驾驶人科目二考试将不再考核“通
过单边桥”项目

自学驾照 必须在三环以外指定道路
成都明确驾照“自学直考”的指定道路和时间

驾考新规4月1日起在全省施行

驾照“自学直考”明起在成都实
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发布通告，
加强机动车驾驶证自学用车、教练
车从事道路驾驶教学活动管理。通
告中指出，自学用车应当在中心城
区三环路以外区域的相关指定道路
以及指定时间内学习驾驶技能。

“自学用车上路行驶，自学人员
要携带学习驾驶证明，在车身前后放
置、粘贴学车专用标识。”市交管局民
警介绍，学习时需在具备安全驾驶经
历等条件的人员随车指导下，正在学
习驾驶的自学用车不得搭载随车指
导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自学用车暂
不用于学习驾驶而上路行驶时，需要
去除学车专用标识。

指定道路
包括36条考试线路

根据规定自学用车、教练车在中
心城区道路上从事驾驶教学活动，应
当按照公安机关交管部门指定的路
线、时间学习驾驶技能。自学直考车
辆指定路线为中心城区三环路以外
区域的相关道路，同时，将部分考试
线路作为从事驾驶教学活动的培训
路线，以后交管部门将根据道路交通
组织变化适时调整。指定道路中，社
会道路共4段，分布在文家大道、金芙
蓉大道、成龙路、北星大道一段；还有
毛家湾考场、同庆考场等12个考场在
内的36条考试线路。

指定时间
工作日早晚高峰禁学

通告明确：工作日07：30~09：00、
17：00~19：00以及每日00：00~05：00
禁止自学用车、教练车从事驾驶教学
活动；全天24小时禁止自学用车、教
练车在三环路以内（含三环路主道和
辅道）区域、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
学校和医院周边道路上从事驾驶教
学活动；工作日7：30~20：00，禁止教
练车在中心城区三环路以内（含三环
路主道和辅道）区域道路上通行。

民警提醒，自学用车、教练车不
按指定的路线和时间从事驾驶教学
活动的，将被罚款150元。

自学直考指定的
4段社会道路

1、文家大道：日月大道牌坊-
高坎村，全长3.8公里

2、金芙蓉大道：西源大道-绕
城下穿，全长9公里

3、成龙路：三环路外成都烟
厂路口-绕城出城收费站，全长4
公里

4、北星大道一段：三环路外凤
凰山公园路口-绕城高速外第一
个路口，全长6公里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相关报道见07版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舒）市
公交集团昨日透露，到双流机场
又增加了一条公交线路，从4月1
日起将新开315路。

据了解，315路起止点为双流
国际机场站至双流国际机场站，
为单循环公交线路，线路走向为：
从双流国际机场T1、T2航站楼发
出，经机场南三路、双流国际机场
办公区、机场东二路、民大路、临
港路、锦华路、学府路、长江路、临
港路后沿原线路返回双流国际机
场T1、T2航站楼。

设置双流国际机场站、双流
国际机场办公区站、西航港大道
中二段站、锦华路二段站、锦华
路机场路口站、常乐小区站、信
息工程学院站、长江路二段站、

久居福站、西航港大道中二段
站、双流国际机场办公区站、双
流国际机场站。收出车时间为7
时~19时。

同时机场专线4号线将作出
调整，从双流国际机场站发出，经
机场高速、绕城匝道进入绕城高
速、天府大道至华阳客运站。往返
一致。取消久居福站、机场路长江
路口站、美好花园站、国防乐园
站、交子北一路站、新会展中心北
侧站、新会展中心南侧站、天晖路
天益路口站、三环南华立交内侧
站、机场路锦华路口站（返程）；增
设地铁世纪城站、华阳客运站。收
出车时间：双流国际机场站8时30
分~19时30分；华阳客运站7时30
分~18时30分。

到双流机场
明起新开315路

据新华社电 记者30日从文
化部一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自2016年开始，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补助标准
提高至2万元。这项补助主要用于
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习活
动，不是生活补助。

自2008年开始，中央财政开

始对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
习活动予以补助，补助标准为每
人每年0.8万元，2011年提高至1万
元。“这次再度提高补助标准将有
效解决部分传承人传习活动中面
临的现实困难，引导全社会关心
重视传承人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文化部非遗司巡视员马盛德说。

据新华社电 国家发改委30
日称，今年已安排1亿元专项补助
资金支持西部12省（区、市）和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西部大开发
重点项目前期工作。

自2012年起，国家发改委每
年在中央预算内投资中安排1亿
元，支持西部地区谋划关系西部
大开发全局、对西部地区人民生
产生活条件有重要影响的重大基

础设施、生态环境和民生工程建
设项目，储备了包头-西安-海口
西部高铁通道、川渝环盆地城际
铁路、川渝跨流域调水等一批有
影响、能接续的重点项目。

1亿元专项资金支持
西部大开发重点项目前期工作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传习补助
提高至每人每年2万元

据新华社电 海关总署网站
日前发布2016年第14号公告，明
确了海关暂不予放行旅客行李物
品暂存有关事项。该公告自6月1
日起施行。

根据公告，旅客携运进出境
的行李物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海关暂不予放行：旅客不能当场
缴纳进境物品税款的；进出境的
物品属于许可证件管理的范围，
但旅客不能当场提交的；进出境
的物品超出自用合理数量，按规
定应当办理货物报关手续或其他
海关手续，其尚未办理的；对进出
境物品的属性、内容存疑，需要由
有关主管部门进行认定、鉴定、验
核的；按规定暂不予以放行的其
他行李物品。

根据公告，暂不予放行的行
李物品属于易燃易爆、有毒或鲜
活、易腐、易失效等不宜长期存放
的，以及有其他无法存放或不宜
存放情形的，海关可以要求旅客
当场办理退运手续，或者移交相
关专业机构处理，因此产生的费
用由旅客承担。

对暂不予放行的行李物品办
理暂存的，海关应当向旅客出具
暂存凭单，旅客核实无误后签字
确认。旅客办理物品的提取手续
时，应当向海关提交凭单原件并
出示本人有效进出境证件。

公告明确，海关暂不予放行的
物品自暂存之日起三个月内，旅客
应当办结海关手续。逾期不办的，
由海关依法对物品进行处理。

旅客行李物品5种情形
海关暂不予放行

四川日报讯（记者 熊润频）3
月30日下午，全省市厅级主要领
导干部读书班邀请到国务院扶贫
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国务院扶
贫办主任刘永富作脱贫攻坚专题
辅导报告。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
出席报告会，省委副书记刘国中
主持报告会。

刘永富围绕深入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扶贫开发战略思想、全面
贯彻中央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全
力打好脱贫攻坚的年度战役进行
了系统深入讲解，并对四川脱贫
攻坚工作提出建议。

刘永富指出，四川境内的贫
困地区、民族地区、革命老区范围
广，贫困人口规模居全国第六位，
贫困面宽量大程度深，区域整体
性贫困突出，致贫返贫因素多维
交织，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近年
来，四川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
实中央脱贫攻坚决策部署，大幅
增加扶贫投入，不断缓解发展瓶
颈，有效实施新村扶贫，持续改善
公共服务，贫困人口显著减少，脱
贫攻坚有了良好基础。他建议四
川进一步转变观念和工作方式，
强化政治意识、攻坚意识、改革创
新意识；进一步完善建档立卡、驻
村帮扶等精准扶贫基础工作；进
一步突出精准脱贫主要抓手，把
产业扶持、劳务输出、异地扶贫搬
迁和社保兜底等脱贫措施具体到

人头；进一步管好用好扶贫资金；
进一步规范贫困退出行为；进一
步加大扶贫宣传力度。

刘国中要求，全省各级各部
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进一步深化
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开发重
要战略思想的学习领会，结合刘
永富同志所作的辅导报告，加深
对中央决策部署的理解把握。要
认真按照中央部署要求，进一步
抓好工作落实，推动省委“六个精
准”“五个一批”等系列部署往下
落、见实效，真正把立下的“军令
状”完成好。要全力打好脱贫攻坚
年度战役，进一步把各项工作做
实做细做精准，坚决完成全年目
标任务，确保实现脱贫攻坚“开门
红”。要进一步强化责任担当，以
只争朝夕的精神，深入贫困村和
贫困户，细化措施、真抓实干，不
断加快脱贫致富步伐。

报告会以电视电话会的形式
召开，扩大到全省21个市州和183
个县（市、区），约2.8万人参会。

省领导王宁、刘道平、曲木史
哈、唐坚在主会场出席报告会。

又讯（成都日报记者 徐璨）
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在省主
会场参加会议。

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伟，市
政协主席唐川平，市委常委、副市
长谢瑞武，市政协副主席金嘉祥
在成都分会场参加会议。

国务院扶贫办主任刘永富来川作脱贫
攻坚专题辅导

全力打好
脱贫攻坚年度战役

尹力出席 刘国中主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