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进绿色发展 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

这项研究意味着，对比其他城市，市民
生活是成都最大的特色，而且这座城市充满
人文关怀、富有生活气息、宜居宜业、环境优
美、独具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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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施工人员不断撬动长
约25米的钢轨，将其与之前的轨道对
准，同时安装扣件，精调轨道。不到十
分钟，成都地铁7号线茶店子站右线最
后一组25米轨排铺设完成，标志着成
都地铁7号线工程全线轨通。

7号线作为主城区首条环形地铁
线路，全长38.56km，共设车站31座，标
准站13座，换乘站18座，车辆段和停车
场各1个。位于二环、三环之间居住用
地最密集地带，串联了火车北站、火车

南站、火车东站、城北客运中心站四大
重要交通枢纽，并与城市快速轨道交
通和市域轨道交通放射线形成换乘关
系。该线建成后，不仅标志中心城区骨
干线路织密成网初步完成，并且将增
加与各条放射状线路的换乘功能，极
大地缓解中心城区交通拥堵状况，使
得客运转换更加便捷，大大增强整个
地铁线网的客流吸引能力。

成都地铁建设分公司计划调控部
副部长高士兵介绍，由于轨道工程的

施工精度高低直接影响后期运营线路
的平顺性和旅客乘坐的舒适度，为了
满足减振需求，在建设7号线的施工过
程中，在轨道结构上采用了减振扣件、
梯形轨枕和钢弹簧浮置板3种减振手
段，大幅度降低了车辆通过时产生的
震动影响。

“除了7号线工程实现全线轨通，1
号线三期在昨天也完成了首段洞通。”
成都地铁建设分公司总经理张延表
示，成都地铁建设正在按照加速成网

建设计划目标全力推进。目前成都地
铁共有8条线路在建，线路总长达276
公里。春节前，成都地铁还将陆续启动
9号线、11号线以及17号线的开工建
设。“4号线二期、7号线、10号线一期都
将在明年内陆续开通运营。”

另据成都地铁运营分公司消息，
今日起，成都地铁全线网车站自动售
票机将完成升级，增加“20元纸币购票
功能”。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尹沁彤

主城区首条环形地铁线路

7号线全线轨通 明年运营

清华大学博士研究分析82922张深度学习照片表明

由清华大学博士龙瀛领衔
的北京城市实验室（BCL）近期
一项基于Flickr图片的研究，对
比分析了中国24个城市的城市
意 象 。中 国 大 陆 205 个 城 市 城
区范围内共有82922张深度学
习照片，成都的相片点位数位
列第七。研究人员表示，这说
明 来 到 成 都 的 人 十 分 乐 意 拍
照，并在世界级的社交网络平
台上分享。

研究人员将相片内容分为物质要素和非
物质要素两大类，“我们进一步将城市意象分
为公共空间、标志建筑、自然景观、市民生活四
大类。”分析结果发现，以标志建筑为主导意象
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中国东部沿海和华北地区，
以公共空间、市民生活和自然景观为主导意象
的城市主要分布在中国西部和南部。

“这种差异性的分布特征除了与城市自身
特征有关以外，也与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有着
密切关系。”龙瀛说。全国24个主要城市中，市
民生活与自然景观的构成比例差异最大，其次
是标志建筑，公共空间差异最小。在市民生活
方面，广州、成都的意象要素较为突出；在自然
景观方面，重庆、杭州的意象要素较为突出；在
标志建筑方面，西安、深圳的意象较为突出；在
公共空间方面，整体差异不大。

■ 深度学习
是利用编程创
建多级神经网
络，把原始数
据通过非线性
的模型转变成
为 更 高 层 次
的、更加抽象
的表达，并向
更高层级的神
经网络传递，
每一层神经网
络都基于上一
层级的判断去
分析更加复杂
和 抽 象 的 特
征，直到最高
一层神经网络
形成对数据的
整体判断，以
此模拟人脑的
思维过程来解
释数据。

■ 深度学习
照片是指通过
深度学习算法
处理过的照片，
这些照片带有
一些关于内容
表征的标签，利
用这些标签能
很容易判断照
片所表达的客
观内容。

深度
学习
照片

曹越皓介绍，在此次研究中，成都有1857
张深度学习照片。成都的城市意象要素构成
为：公共空间占27.12%，标志建筑占16.12%，自
然景观占19.54%，市民生活占37.22%，可以发
现市民生活这一意象要素在整体城市意象中
占主导。

中国大陆205个城市的城市意象要素平均
构 成 为 ：公 共 空 间 占 30.64% ，标 志 建 筑 占
21.34% ，自 然 景 观 占 24.68% ，市 民 生 活 占
23.34%。成都在市民生活这一意象要素方向高
出平均水平13.88个百分点，与广州一起成为
全国以市民生活为主导意象的代表城市，这也
与成都一贯的舒适、安逸的城市个性与形象相
符合。

这项研究意味着，对比其他城市，市民生
活是成都最大的特色，而且这座城市充满人文
关怀、富有生活气息、宜居宜业、环境优美、独
具文化魅力。

龙瀛表示：“在城市意象方面并没有一个
所谓的黄金标准，每个城市所形成的城市意
象，都应该真正源于并植根于整个城市的文
脉、历史、环境、空间和生活，这样才能塑造出
具有灵魂的城市，这不是一个通过简单的城市
建设就能实现的目标，这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
与，同时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制图 李开红

Flickr图片是雅虎旗下一个专
业图片分享网站，汇集了由世界
各地摄影爱好者和大咖拍摄的各
个热点城市的照片。研究人员认
为，照片数据规模在一定程度上
能反映城市市民对城市的认可程
度，只有城市中有值得人们去记
录、去留念的内容，这些照片才会

产生。城市意象主要是个体或群
体对城市空间、城市环境、城市文
化等城市要素的整体感知，也是
体现城市特色与地域文化的重要
方式，“超过整体平均水平的部分
才能给人以深刻印象。”

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城市规
划专业研究生、此次城市意象研究

团队成员曹越皓介绍，最终通过采
集分析，中国大陆205个城市城区范
围内共有82922张深度学习照片，平
均每个城市404张照片。成都的相片
点位数非常靠前（1857张），在所有
城市中位列第七。“成都，一座来了
便不愿意离开的城市，大抵是对成
都最简洁而精准的描述。”

深度学习照片 成都第七

中国大陆205个城市城区范围内共有
82922张深度学习照片，成都位列第七。说明
来到成都的人十分乐意拍照，并在世界级的
社交网络平台上分享

2公共空间
整体差异不大

市民生活是
成都最大特色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按照省委、市委统一部署，12月16
日，全市局级主要领导干部读书
班开班。市委书记唐良智出席开
班式并作主题报告。市委副书记、
代市长罗强主持开班式。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于伟、市政协主席唐
川平、市委副书记李仲彬出席开
班式。

根据安排，150余名市级各部
门主要负责同志，各区（市）县党
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市属高
校、市属国有重要企业主要负责
同志将分成4个小组，进行专题读
书学习活动。

唐良智在报告中说，这次读
书班的主题是，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和省委十届九
次全会精神，进一步巩固发展良
好政治生态，加快推进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
全会精神，首先是坚决维护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
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自觉增强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加
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格党
内监督，进一步压紧压实全面从
严治党主体责任，巩固和发展良
好政治生态。省委召开十届九次
全会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
会精神，结合四川实际作出全面
从严治党的重大部署。市委召开
十二届八次全会，全面落实中央
和省委全会精神，作出全面从严
治党的安排部署。同时，市委观大

势、谋大事，抓住中央实施《成渝
城市群发展规划》重大机遇，在市
委十二届七次全会上提出“157”
总体思路，市委十二届九次全会
又审议通过《成都市城市总体规
划（2016-2030年）（送审稿）》。市
委先后召开的十二届七次、八次、
九次全会，共同构成了治蓉兴蓉
的总体战略布局，系统谋划城市
未来发展的战略体系和行动纲
领，形成了以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为目标，强化“五维支撑”，推进

“七大任务”，各类规划有机衔接
引领发展的工作格局。

唐良智说，围绕建设国家中
心城市，要进一步深化认识、系
统把握、推进落实，观大势、谋大
事，科学确定国家中心城市战略
布局。

一要准确把握世界城市发展
规律。要优化城市空间布局，构建

“双核共兴、一城多市”的网络城
市群和大都市区格局；要推进创
新驱动发展，将创新驱动作为面
向未来发展的核心战略和推动城
市转型发展的第一动力，系统推
进全面创新改革试验；要促进发
展方式转变，坚持以新型工业化
为引领，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大力发展都市现代农业，着力推
动三大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发展；
要突出生态文明建设，统筹推进
生态制度建设、绿色发展、生态保
护和生活方式转变，打造美丽中
国典范城市。 紧转02版

中环路人行道 海绵般的道路
预计明年完工，将成为成都首条全部按照“海绵城市”理念建设的人行道

据新华社电《中共中央国务
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
展的意见》18日印发。这是新中国
成立以来第一个以党中央、国务
院名义出台的安全生产工作的纲
领性文件。文件为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我国安全生产领域的改革
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

此次意见明确提出，坚守“发
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这
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规定了“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

追责”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要求
建立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的机制，建立事故暴露问题整改
督办制度，建立安全生产监管执
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制度，
实行重大安全风险“一票否决”。

发展决不能以牺牲安全为代价

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
加快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全市局级主要领导干部读书班开班 唐良智作主题

报告 罗强主持 于伟唐川平李仲彬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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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7号线铺设最后一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