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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看见这套工作服，穿起
来好帅气，点赞！”昨日，成都早晚高
峰都下起了大雨，市民黄女士在等红
绿灯时发现执勤交警穿上了一套荧
光黄的制服，像“小黄人”一样站在路
口，十分吸引眼球。成都商报记者了
解到，这是成都交警配发的新版雨
衣，是为了在恶劣天气下，保证交警
在路面执勤的安全，同时使驾驶员能
够看清指挥手势，进行道路疏导。

成都交警新款雨衣以荧光黄为
主，配着银色反光条，在车流中十分
醒目。交警一分局民警冯旭阳说，自
从穿上新雨衣后，提高了交通指挥
效率。在交通疏导中，一些车辆右转
时，由于视线不好，看不见交警或看
不清指挥手势，但现在驾驶员能清
楚地看到民警指挥手势通行，这就
能更加有效预防交通事故的发生。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摄影记者 王勤

日前，四川省政府公布了《四川
省重大行政决策责任追究暂行办
法》，今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重
大行政决策如果没有按照法定权
限、程序、时限决策，或者造成重大
损失、恶劣影响，将按规定追究行政
首长、负有责任的其他领导人员及
相关责任人员的责任。该《办法》自
今年11月1日起施行。

根据《办法》规定，县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应当遵循公
众参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
性审查、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
如果重大决策未按照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进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恶
劣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投

诉、检举、控告重大行政决策存在违
法事实的；或者有法律、法规、规章
规定的其他追究责任的情形，那么
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监
察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启动调查程
序，并将调查结论提交责任追究机
关依法处理。

此外，如果参与重大行政决策
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的中介组织、专
家在参与重大行政决策活动中违反
法律法规、职业道德、职业规范造成
决策失误，责任追究机关将会把调
查情况通报相关主管部门，由相关
主管部门依法调查、处理。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昨日，成都市建委在其官方网
站上宣布西源大道（原工程名为IT
大道）地下综合管廊工程顺利通过
初步设计审查。据介绍，本段实施综
合管廊的西源大道起止点为清水河
至绕城高速，全长约5.7km。涉及金
牛区和高新区，设计入廊管线有供
水、雨污水、燃气、电力、通信以及广
播 电 视 等 等 ，管 廊 断 面 尺 寸 为
8.75m×7.8m，位于西源大道人行
道与非机动车道以下，结构设计年
限为100年。西源大道地下综合管廊
工程将立即启动施工图设计，将于

年内开工建设。
另据了解，目前，简阳市政府管

辖区域、成都国际空港产业新城区域
地下综合管廊专项规划正在启动修
编工作，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区域地下
综合管廊规划已完成编制，待民航总
局批复，同时已制定具体建设计划。

日前，玉虹路地下综合管廊工程
也通过了设计方案审查。玉虹路地下
综合管廊工程是成都市试点项目之
一，位于东村大面片区。据悉，该工程
已进入初步设计阶段，即将进行初步
设计审查。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市属国有企业负责人
安全生产业绩挂钩薪酬、任免
成都出台安全生产“十三五”规划，将建成国家安全发展示范城市

关注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
昨日，市政府新

闻办组织召开新闻
发布会。日前，成都
正式出台了《成都市
“十三五”安全生产
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明确提出到
“十三五”末，成都将
建立较为完善的安
全生产责任体系、隐
患排查和预防控制
体系、应急救援体系
“三大体系”，全面提
升安全生产治理法
治化、科技化、社会
化水平，建设成为国
家安全发展示范城
市。

这是安全生产
规划第一次纳入全
市国民经济与社会
发展的专项规划，也
是市政府批准实施
的第一个专项规划。

重大决策违反法定程序 追责行政首长

地下综合管廊规划全面铺开
西源大道年内启动建设

成都街头站着“小黄人”
原来是交警身着新雨衣

落实主体责任
严格实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

为确保“十三五”末建成国家安全
发展示范城市，成都市安全生产监督管
理局推进实施九大重点工程，力争将我
市安全生产工作落到实处，安全生产治
理水平提档升级。

“‘一票否决’，就是要追责，把安全
生产责任落实到主体，倒逼企业自觉参
与、重视日常的安全生产管理。”市安监
局副局长叶永清介绍，为推动国企成为
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的表率，市国资
委建立了市属国有企业负责人安全生
产业绩与薪酬、任免挂钩制度，严格安
全责任追究，严肃安全生产工作问责。

2016年底前，全市所有企业要完成
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建设，强化安全监管
责任，严格实行安全生产“一票否决”。
2020年前，各区（市）县政府培育100家、
市级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
部门培育50家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示范企业。

尤其涉及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等
十八个重点行业领域，我市将通过建设
重大危险源安全监管信息平台预警分
中心、烟花爆竹产品流向登记等机构和
制度，确保系统建立率达到100%，即所
有重大危险源可监控、可溯源、可追责。

夯实救援基础
每个区市县至少1支应急救援队伍

为夯实救援基础，推动应急管理工
作向基层延伸，《规划》要求，成都市在
未来5年将加快建设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体系，弥补就近救援薄弱的问题。

记者从成都市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指挥中心了解到，成都市已出台《工业
园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标准》，根据我
市工业布局情况，建设企业主导、政府
扶持的网格化管理救援队伍。目前以彭
州和龙泉为重点，到2020年，每个区
（市）县至少要有1支安全生产应急救援
专（兼）职队伍，全面提升安全生产应急
救援能力，确保安全责任事故一旦发

生，能就近、及时、科学、有效地采取应
急救援。“以大型企业为主导，立足园区
覆盖全区，政府给予财政补贴，探索建
立市场化、专业化应急救援服务新模
式。”该中心负责人表示。

同时，《规划》明确，要建设成都市
安全生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基地
和应急救援物资储备库，加快应急救援
关键技术装备应用和信息系统建设。我
市还将探索建立应急救援补偿长效机
制，规范救援队伍调动程序，积极探索
跨领域、跨行业救援和社会救援补偿办
法，推动应急救援队伍持续发展。

推动科技治理
三级安监机构信息共享

目前，我市正在逐步建立起以网络
信息系统为平台，以企业自查自报自改、
政府监管部门实时监控为核心的隐患排
查治理动态监管系统。预计到今年底，全
市“四上”（四类规模以上企业的统称）企
业全部进入隐患排查治理动态监管系
统。2020年底，全市重点行业（领域）所有
企业进入隐患排查治理动态监管系统。

“要监管还要治理，一旦隐患排查系
统中出现重大事故隐患，将及时治理，确
保整改率不低于95%。”叶永清表示，“十
三五”期间将建立重大事故隐患警示约
谈、挂牌督办、公告、整改、评估制度，推
行事故隐患登记、销号和查询管理制度，
实现隐患排查治理的闭环管理。

同时，2016年底前，全市安监机构
基本建成安全生产监管信息平台，纵与
国家、省安全生产监管信息平台互联互
通和数据交换共享，横与安委会有关成
员单位之间在企业隐患排查治理信息、
标准化达标信息和安全生产不良信用
记录信息等的互通共享。

信息共享后，具有安全生产违法行
为的企业将进入“黑名单”，在项目核准、
用地审批、证券融资、银行贷款、政府采
购等方面强化约束。“充分发挥安全生产
违法行为的惩戒、警示作用，让安全深入
人心。”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5日，人民南路红照壁路口，交
警穿着新配发的雨衣执勤。

制图 李开红

大气温馨的卧室

全套卫浴系统均选取美国科勒品牌

采用德国西门子烟机灶具的高
端定制厨房

媲美五星级酒店的精装房样板间实景图

对于购房者而言，居住绝不仅
仅只是买一套房子，而是要考虑到
未来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也是为什
么购房者更青睐购买大盘的原因
之一。

信和·御龙山经过3年多的打造，
其大盘的格局显现已十分明显。信
和·御龙山位于东二环核心地段，毗

邻400亩塔子山公园，一线沙河美景，
修建中的跨沙河桥连通数百米外的
地铁四号线万年场站，景观极佳，交
通便利。信和·御龙山业主及周边居
民，出门即享优质教育。作为二环上
125万平方米城市综合体，信和·御龙
山筑造全业态大体量商业，布局皆以
业主权益作为优先考虑。高端住宅、

购物休闲商场、风情商业街、国际知
名酒店，尽展国际人居极致范本。

信和·御龙山住宅、综合体自成
区域，与东客站商业板块、万年场生
活板块巧妙融合，并将塔子山公园
美景引入，树立东二环崭新地标，为
地区提供星级酒店和完善商业配
套，注入新特色和活力。（熊沙杉）

不到100万，东二环买精装房
信和御龙山再引热捧8月26日，信和·御龙山精

装产品样板间亮相，截至目前
已经过千组客户到访，这样的
成绩放在成都楼市都是非常亮
眼的。“信和·御龙山的精装产
品受到广大购房者的欢迎，是
意料之中的。”有业内人士表
示，信和此次推出的精装产品
总价大部分控制在100万元以
下，目前同类型产品的市场供
应量一直处于低位；同时，信和
以40余年精装之道，打造酒店
级精装，其诚意度也打动了广
大购房者；另外，信和·御龙山
经过3年多的打造，其东二环大
盘的市场地位以及一期交房后
的良好口碑，都助推信和·御龙
山推出的精装产品成为购房者
追逐的焦点。

纵观目前成都楼市，精装产品的
总价一直居高不下，基本都在200万元
以上，这样的高门槛无疑将很大部分
的改需客户挡在了门外。信和·御龙山
瞄准百万级左右精装房的市场空缺，
适时推出极具性价比的精装产品，为
广大改需客户提供极佳的购房机会。

“目前成都精装房的供应量主要
集中在城南。据中原地产相关数据显
示，城南占据了成都60%的精装房供
应量，城东仅占据20%左右。而从精装
房总价来梳理，200万元以上的精装
房占据了75%以上的市场份额，100万
元以及100万元以下的精装房的市场
供应量仅在10%左右。”中原地产相关
负责人透露，整个城东的精装房供应
缺口很大，总价100万元及以下的精
装房更是少之又少。“信和·御龙山百
万级精装房的出现，可谓及时雨。现
在购房者对精装房的接受度越来越

高，而很多的改需客户群体的购房预
算都在100万元左右，信和精装房刚
好满足了他们的需求。

而信和产品推出之后的购房者
反响，也准确地反映了当下精装房的
市场情况。“而立之年的我们，事业正
处于上升期，同时也面对着家庭结构
的变化，一直在全城寻觅套二、套三
的精装房。但是，现在很多项目供应
的精装房，动辄200、300万，甚至更
高，这样的总价对于我们来说实在是
鞭长莫及。”在信和·御龙山的销售中
心，陈先生就表示，信和这次推出的
总价百万的精装产品，十分符合他的
需求。“首先，总价合适，首付三成大
概30万元左右，月供的压力也不大；
其次，信和精装房的户型也非常适合
现在我的家庭结构，我们正准备从两
口之家朝三口之家努力，信和这次推
出的套二套三都适合我们的需求。”

信和集团是亚洲地区屈指可数
的开发企业，于新加坡、中国香港及
内地发展项目总数超过200个，皆致
力于提供卓越优质的品质，被客户
广为盛赞，多项精装物业成为城市
中闪耀的地标。而酒店业务是信和
的重要支柱，其拥有40余年领先的
酒店装饰营运经验，较更多人更理
解高端生活的需求。这一次在成都
首次推出精装产品，信和更是将自
己精装豪宅和五星级酒店打造经验
同时融入其中，为成都人带来一个
五星级酒店般的舒适豪宅。特别值
得一提的是，信和·御龙山在装修、
装饰材料的选择上更是精益求精，
精选六大世界名牌，为购房者提供
更为舒适、安全的居住环境。

此次推出的精装房为两房及三
房，含大量改造及赠送空间，位于托

斯卡纳风情坡地之上，直面万平中
庭园林，享近200米超宽间距。不仅
外部环境优越，在内部的打造上更
是惊艳出众。本次精装组团首发成
都，在整体设计上属于新古典主义
的格调，反映出五星级酒店的品位，
致力于装饰主义的风格，及高档的
用材、严苛的细节及空间最大化利
用为要点，展现出高档而协同的色
彩架调，从而凝聚为创新且满足不
同客户需求的高端精装住宅单位。

特别值得一提的，信和在厨卫
的打造上更是精益求精。不到100万
元的总价，却配备了全石材装修的
卫生间，这与市场上大部分楼盘使
用瓷砖形成了巨大的差别。而厨房
的打造上，不仅配备了德国西门子
烟机灶具，考虑到购房者对厨房储
藏空间的需求，不同于普通楼盘厨

房仅有1~2排橱柜，信和·御龙山精
装产品配备了3排橱柜，最大限度利
用了厨房空间满足居家需求。

在装修材料的品牌选择上，信
和·御龙山室内精装均采用了国际
一线品牌及产品，其中更涵盖了六
大世界名牌的产品，包括：卫生间内
配备的全套美国科勒卫浴系统、德
国威能燃气热水器、日本松下暖风
浴霸；厨房配备的德国西门子烟机
灶具；全屋配置的约克（YORK）空
调；以及全球知名的耶鲁锁，并且这
些品牌全部为交房标准。

酒店级精装房配备六大世界品
牌交房标准，加上总价百万级的定
位，信和·御龙山为成都购房者提供
了更具竞争力的精装房产品，同时
为成都众多开发商及项目树立了精
装房的新标杆。

购房者买精装房最怕什么？最怕
的是隐蔽工程质量不过关，为后期居
住带来麻烦。信和·御龙山急购房者
之所急，在精装房基础工程的施工
上，严格把关流程，把每一步做扎实。

在厨房和阳台的防水处理上，
信和·御龙山采用1.5厚聚合物水泥
防水涂料，尽力杜绝渗漏的情况，让
住户一劳永逸。在石材防水处理上，
信和·御龙山采用六面防水处理，干
挂石材背面增加防水工序，360度防

水措施，在不影响美观的情况下，增
强石材的耐久性，防止石材与墙体
内腔形成密闭空间而造成渗漏。

另外，为了给业主提供更好的
精装产品，信和·御龙山在精装房专
修工程完成后，严格针对精装室内
空气进行检测，确保高标准的健康
居住标准。信和会严格对精装房的
每一户、每一间房（包括厨房、卫生
间、餐厅客厅及每个卧室）都设置监
测点，检测室内空气中污染物浓度，

并将委托具有合法资质的室内环境
检验单位对每一户精装修业主提交
室内空气检测报告，保证业主使用
安全，免除精装修后顾之忧。

“信和在精装过程中对施工流程
和施工质量把控的严格程度，在整个
成都楼市都是很少见的，充分说明了
信和对产品品质和业主居住安全性
的高要求。”有业内人士表示，信和在
产品质量上的严把关，足以成为整个
成都楼市的学习典范。

不到100万元的精装产品亮相东二环
填补市场空缺

酒店级精装房 以六大世界品牌做交房标准

质量为纲 严格把控精装房施工流程

两房和三房殿堂级精装住宅即日起接受排号登记，排号客户可享交
8000元抵总房款3%优惠。项目同步推售的80㎡~169㎡城央山湖高层，
正火热销售中。

项目咨询热线：028-8321 8888
成房预售中心城区字第11378号（文中均为建筑面积）

125万平方米城市综合体 信和·御龙山大城已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