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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检
列车深度检修，包

括依次检查列车所有
零部件，车内开柜、开
箱检查电机，以及登顶
检查等，一辆列车须耗
时一天。一个车轮测试
3个点位，整车一共48
个车轮，一个半小时必
须检查完。登顶检查时
头顶上是1500伏的高
压直流电，温度比车底
还要高。

日检
列车常规检查，包

括通过车外无电检查
观测车外、车下的运
动部件有无异常，再
进行投电检查观测车
厢内部部件是否正常
工作，一辆列车耗时
几十分钟。

探秘成都地铁“医生”
脚下 37℃半密闭“蒸笼”
头顶 1500伏高压直流电

8月18日，从知名企业青羊行及
青羊区重点产业项目推介会上传出
消息：围绕成都源城的有机更新和
青羊新城的加快建设，今年下半年
该区还将陆续上市1100亩地块。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该区有3
宗地块成交。而在2016年接下来
的4个多月，该区准备推动17宗土
地陆续亮相，共计1160.30亩。其
中商业用地3宗，共计64.04亩；二
类住宅用地9宗，共计675.49亩，
商业兼容住宅2宗，共计54.5亩；
其余为工业和停车场用地。

按照青羊服务业发展规划
（2016-2025），该区将构建“两带、
两城、六区”的服务业发展格局。
其中，“两城”是以三环路为界将
青羊区划分为成都源城和青羊新
城，前者是三环路以内的青羊辖
区，后者则是三环路以外的青羊
辖区。未来成都源城重点做强现
有优势主导产业，推进优势产业
重点项目建设；青羊新城重点推
进产业集聚发展，积极培育电子
商务、智慧服务、软件服务等新兴
产业，建设国际合作园区。

此次发布计划陆续亮相的17
宗土地中，12个地块位于青羊新
城。比如马厂1、2组地块和2、3组
地块位于城西绕城，距离地铁4号
线非遗博物馆站仅400米；蔡桥1、
2组地块，蔡桥1、2组及华严7组地
块，蔡桥1、2组及华严3、4组地块，
同位于城西三环外光华区域，总
面积352亩，东北紧邻百亩大公
园，地块靠近万家湾公交站，紧邻
地铁4号线蔡桥站。

而成都源城的5个地块中，位
于少城实业街的一个纯商业地块
关注度非常高。该地块位于实业
街以南、泡桐树街以西，地块面积
14.04亩。地块距离宽窄巷子景区
仅300米，区域通达性较好，外部
与金河路、长顺街连接。公交线路
包括5、43、47等17条线路，地块距
离地铁2号线站点仅500米。

成都商报记者 李娅

昨日上午11点半，吴佳浓顶
着太阳的暴晒，却依然脚步缓慢
地走在成都地铁2号线连山坡站
的站台下方，汗珠密密地从他额
头和鼻翼处冒出来。

这个站是地铁为数不多的地
面线路之一，29岁的吴佳浓是地
铁2号线连山坡站的值班站长，从
早上9点到晚上8点半，每隔两小
时对连山坡站的站台设施巡查一
次，是他每天的任务。消防封条是

否被拆开？盲道是否有损坏？垃圾
桶里是否有易燃易爆物品？这些
是吴佳浓的例行检查内容。

“巡查一次站台的总路程只有
七八百米，但因为检查项目多，总共
需要耗时半小时左右。”吴佳浓说，
连山坡站是高架式站台，不像地下
式站台有空调，所以每天最辛苦的
就是中午到下午两三点出来巡查，

“我们之前测过，站台上有38℃，出
来一次衣服基本上就湿透了。”

但是已扎根成都地铁6年的
吴佳浓并不认为这是一个乏味辛
苦的工作，“可能这些细节处就埋
藏着隐患，千万不能疏忽，而是要
尽早发现，把风险降到最低。”

最近，吴佳浓还多了一个新
身份——父亲，“娃儿刚刚满100
天。”但每天长达12小时的工作，
让他很难见到孩子醒来的样子，

“觉得挺愧疚的”。 成都商报实
习记者 尹沁彤 摄影记者 王勤

今年下半年
青羊区拟陆续上市
1100亩优质地块

你坐过成都

地铁吗？你知道在你到
达目的地之后，搭载你
的列车去哪儿了吗？

前日，成都地铁2
号线的39号列车送完
最后一班乘客，“哐啷哐
啷”地来到了位于龙泉
驿区驿都大道的成都地
铁运营有限公司车辆检
修车间。它将在这里进
行每月一次的“深度体
检”。陆续到来的还有另
外30余辆2号线列车。

昨日，记者来到现
场，看到了这些列车的
“体检”过程，也见到了高
温下负责给39号列车体
检的“医生们”——来自
二中心检修一车间月修
二班的16名检修人员。

39岁的李雪峰是月修二班
的班长，从事地铁车辆检修工作
5年多。

上午9点，记者来到车间，李
雪峰刚与夜班检修员完成交接，
和15名班组人员开始了一天不
少于8小时的检修工作。

月修二班当天的任务就是
对2号线的39号车进行月检。记
者看到，列车整个车身被架离了
地面，底部距地面约130厘米。全组
人员头戴硬质安全帽，身着长袖浅
蓝色工作服，手上拿着各式各样的
工具，一会儿从车头走到车尾，一
会儿从车身一侧钻进列车底部，依
次对车底部件进行检修。

检修工蒋世皓和另一名同

事正负责车轮的轮径测量，一个
车轮测试3个点位，整车一共48
个车轮，而留给蒋世皓的时间只
有一个半小时。虽然才上午10
点，但是电子温度计显示车底的
温度已达到37℃，车底的半密闭
空间变成了一个“蒸笼”，蒋世皓
浅蓝色工作服迅速被汗水浸成了
深蓝色，全身好像被水洗过一样。

随后，李雪峰也钻进了列
车底部，对已经检修的部件再
次进行检查。1.73米的李雪峰
只能弓着腰，小步穿梭在车底，
额头上豆大的汗水也不断顺着
脸颊流下。他告诉记者，这还不
是车底最热的时候。“有时候列
车刚刚回来就要进行紧急检

查，车底的电阻制动箱、牵引电
机 都 非 常 烫 ，表 面 温 度 高 达
80℃。车下作业的检修人员不仅
要忍受高温，还必须非常谨慎，
绝对不能触碰到这些部件。”

下午，月修二班还要进行车
内开箱、开柜检查以及登顶检查。

李雪峰说，登顶检查也是一
块硬骨头，头顶上是1500伏的高
压直流电，接上接地线后班组人
员开始断电作业，温度比车底还
要高。记者来到车顶，看到车间
的屋顶是由隔板搭建而成，虽然
能挡住一部分阳光，但还是能感
觉到很强的一股热浪。“这段时
间空调使用频次高，故障比较
多，所以经常登顶作业。”

据车间技术工程师史杰介
绍，目前地铁2号线共有60辆列
车，大约一半在龙泉驿方向的车
辆中心，另一半则停靠在犀浦方
向的车辆中心。“除了像39号车
今天这样的月检，60辆列车还要
每两天进行一次日检。”

史杰解释，“日检”指的是列
车日常的常规检查，包括通过车
外无电检查观测车外、车下的运
动部件有无异常，再进行投电检
查观测车厢内部部件是否正常
工作，一辆列车耗时几十分钟。

“月检”则是一种深度检修，包括
依次检查零部件、开箱检查电机
等等，一辆列车须耗时一天。

正常情况下，日检班的检
修人员早上5点就要到位。从5
点到7点半，日检班需要在两个
半小时内完成34辆列车的检
修，保证列车正常出库运营。

“冬天还要更早些，4点就要到
位。因为温度太低，列车的广播
报站系统和视频监控系统出现
故障的频次很高。”

28岁的史杰工作5年，做过

月检、日检工作，两月前刚刚从
一线检修工转为车间技术工程
师。他说：“检修工的工作强度非
常大，再加上这段时间温度高，
在车间里作业很辛苦。”说完史
杰解开工作服的扣子，记者看到
他的胸膛上捂出了一大片痱子。
史杰扣上扣子笑着说：“虽然累，
却没有因碌碌无为而羞愧，也没
有因虚度年华而悔恨。”站在一
旁的李雪峰则说：“既然选择了
这个职业，就要尽职尽责，那么
多乘客还等着车呢！”

深
度
体
检

车底温度达到37℃，半密闭空间变成了“蒸笼”
列车刚跑完后做紧急检查，电机表面温度高达80℃

8月15日，人民网发布文章《人民
网新媒体智库发布<财经新媒体移动
传播力分析报告>——以“每日经济
新闻”新媒体为例》，该报告对2016年
上半年“财经媒体移动传播榜”排名第
一的每日经济新闻进行了个案分析。

从报告数据来看，2016 年 1~6 月
每日经济新闻在排行榜中位列榜首。
这也是继清华大学媒体融合发展研究
中心2015年12月发布的数据研究报
告（每日经济新闻“两微一端一站”的
影响力在国内主流财经媒体中位居第
1位，被认为是“国内媒体融合发展之
典范”）以及人民网研究院在今年3月
份发布的《2015中国媒体移动传播指
数报告》（每经位列财经类报纸第一
位）后，每经新媒体在移动传播领域获
得的又一权威认可。

据该报告显示，每日经济新闻“两
微一端一站”全面发展，各有所长。具
体来看，每日经济新闻微博粉丝超过
2794 万，官方微信粉丝逾百万。目前
每日经济新闻 APP 平台在安卓和苹
果市场的总下载量为 238 万，仅 2016
年上半年，每日经济新闻网站原创内
容发布24小时内，点击量上万次的报
道高达十余篇。

人民网副总裁、人民网研究院院
长官建文就曾表示，每日经济新闻在
微博、微信等新媒体传播渠道都已经
做得比较优秀，未来有望成为具备全
球影响力的中国财经媒体的代表。

人民网新媒体智库发布《财
经新媒体移动传播力分析报告》

每日经济新闻位列财经
媒体移动传播榜第一

每天5点到7点半要完成34辆列车检修
2号线60辆列车每两天检查一次

常
规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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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连山坡站巡查人员：两小时湿透一次

昨日，李家岩水库配套工程开工仪式
在崇州市怀远镇举行，标志该项目自去年
6月启动后有了实质性进展。据悉，该项目
预计10月全面开工，总工期为54个月。建
成后，多年平均供水量27086万m3，其中，
为成都市中心城区补水14356万m3。成都
供水安全的“警报”将得以解除。

上午，李家岩水库项目现场，装载
车和挖掘机顺着导流洞进口一字排开，
成都市第二水源地配套工程正式开工。

近日，成都连续数日发布高温预警，
中心城区用水量大大提高。据成都市自
来水公司消息，8月19日，成都供水量达
到240.01万吨，创历史新高，逼近最大供
水能力。更为严重的是，成都中心城区饮
用水源来自岷江，供水水源单一，供水应
急保障能力较低。曾参与成都第二水源
选址工作的水利专家陈渭忠对成都商报
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一旦水源上游
发生地质灾害或出现化学药品泄漏等突
发问题，后果将不堪设想。”

但是，李家岩水库建成后，这一“警

报”将得到解除。届时，李家岩水库多年
平均供水量27086万m3，其中可为成都
市中心城区补水 14356 万 m3，相当于
108个锦城湖。此外，0.42亿m3应急备用
库容用于紧急供水，可满足成都市 30
天、人均70%用水定额的应急供水需求，
是都江堰岷江主水源的必要补充。

李家岩水库工程坝址位于崇州市
怀远镇境内青峰岭大桥上游约1.3Km
处。成都市水务局提供的材料显示，该
工程为大（Ⅱ）型水库工程，工程开发任
务以城乡供水为主，兼顾灌溉、发电。主
要建设内容包括混凝土面板堆石坝、泄
洪消能建筑物、引水发电和供水建筑物
等，最大坝高123m；水库总库容1.71亿
m3，兴利库容1.14亿m3，应急备用库容
0.42亿m3，电站装机共1.8万千瓦；工程
总投资约49.64亿元。

据成都市水务局消息，目前，李家
岩水库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正在抓紧报
审中，并计划2016年9月获得水利部批
复。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春

高温
战记

李家岩水库配套工程正式开工
水库建成后将为中心城区补水14356万m3

8月21日，成都地铁洪柳车辆段，检修工蒋世皓正在测量轮径，他额头和身上已满是汗水

工作人员测试电路耐压绝缘

吴佳浓进行日常巡查工作

工作人员在更换空调滤芯

紧接01版 珠海银隆新能源有限
公司具备从整车制造到电池、电机、电
控等关键零部件和充电设备的产业
链。根据协议，格力银隆成都新能源产
业园项目总投资约 100 亿元。项目分
两期建设，其中一期投资不低于50亿
元，将建设钛酸锂电池、新能源汽车和
充电装备生产基地。

市委常委、秘书长王波，副市长苟
正礼，市政协副主席、成都天府新区管
委会主任杨林兴，市长助理韩春林参
加活动。

深化务实合作
共享成都机遇

上接01版

年内接连两次投资
格力新成员投资首站选成都

作为格力大家庭的全新成
员，珠海银隆此次在成都的投资
是其作为格力一员，进行的首次
投资，成都也成为其身份转变后
的首个投资目的地。不仅如此，
据记者了解，这也是格力年内在
成都进行的第二次大规模投资。

今年5月31日，成都市人民
政府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签约仪
式在珠海举行。根据协议，格力
集团将于2016年内启动在成都
的大规模投资，在天府新区新津
工业园区投资总额不低于30亿
元人民币，占地约1000亩，投资
智能装备、家用电器、精密模具、
智能手机等领域。

接连在成都进行大规模投
资，作为东部地区制造业领军企
业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半年
前我还来过成都，半年后再来我
觉得成都在发生着变化，这个城

市会变得越来越美，这是我直观
上的一个感受。”董明珠说，“在
成都我们感受到，这个地方的整
个政府工作作风也在发生着巨
大的变化，更加地贴近市场，服
务意识更强。”她同时表示，过去
大家讲得最多的两个词，一个是
珠三角，一个是长三角，而作为
制造业来讲，不能老是落脚在原
有的一个地方。

突出先进制造业招商
成都正依托“蓉欧+”通道优
势带动产业发展

接连在成都投资也成为格
力自身对接国家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的重要举措。“我们以前经
常比对的对象是外国的什么，那
不是创造行为，是跟随行为。但
到了今天我觉得我们要成为一
个创造型的企业，我们所谓的创
造型，其实就是说我们做别人没
有的技术，做技术创新，可能结
果就不一样了。”董明珠说。

作为先进制造业的代表，格

力在成都的投资力度越来越
大，其折射的正是成都在先进
制造业招商方面的积极行动
和成都本身对先进制造业的
投资吸引力。

记者了解到，我市投资促进
的工作重点第一方面就是要突
出先进制造业招商。加强对电子
信息、汽车、航空航天、生物医
药、轨道交通等重点产业招商，
并提出要求要紧密跟踪产业发
展趋势和重点目标企业的投资
动向，实施“补链强链”。同时，

“蓉欧+”招商也已成为我市招商
引资的重点突出工作。提出要依
托成都国际铁路港，用好“蓉
欧+”通道优势，组织实施“蓉
欧+”投资促进行动，努力以通道
优势带动产业发展，以产业发展
巩固提升通道优势。

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在5
月与成都签约时就曾表示，格力
集团在落实好投资合作协议的
同时，将积极参与成都“蓉欧+”
战略，开展相应的出口加工业
务。 成都日报记者 温珙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