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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班列运了些啥？中远海运物
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大欣表示，此
次运输的主要为32车成都周边地区
产品，包括电子产品、汽车零配件、钛
白粉、元明粉等，“这一次汽车零配件
不多，下次就会是主要产品了。”

记者获悉，成都与东南亚经济贸
易往来源远流长，历来就有元明粉、
汽车配件、陶瓷、钛白粉等货物大量
出口东南亚、中东，成都本地的实木
家具也颇受东南亚市场欢迎，同时四
川及成都汽车制造、电子产品等主导
优势产业突出，与东盟有较强的互补
性，未来家电、汽车出口对南向通道
的需求将进一步显现。

本次货物将出口到越南、科威
特、以色列、孟加拉国，运输方式上，

将采用铁海联运模式。铁运段方面，
成都至钦州港预计运输时间50小时，
加上海运段，从工厂出货到送达目的
港全程运输时间约20天左右，较原江
海联运方式节约了一半左右的时间。

“50个小时到钦州后，海运当日
就可以抵达越南，4天到新加坡，10天
抵达以色列。”董大欣介绍，以前这些
货物大多通过江海联运、公水联运等
方式运往东部沿海再到东南亚地区，
运输时间一般在40天以上。为搭建西
南地区通往泛东南亚的快速南向通
道，成都国际陆港结合“国家首批多
式联运示范工程”建设与“蓉欧+”国
内互联互通通道建设的需求，首次增
开了成都经广西钦州港再通往泛东
南亚地区的铁海联运新通道。

云瀑，又叫做瀑布云，云雾在
漂移过程中遇到山口或悬崖，像
流水一般倾泻而下，十分壮观。11
月1日早上，龙泉驿区摄影家协会
的刘斌在龙泉山上拍到了这气势
磅礴的一幕，已经拍摄了近10年
龙泉山的刘斌也被震惊了，这还
是他第一次在海拔900多米的龙
泉山上拍到瀑布云。

11月1日早上6点多，送孩子
上学的刘斌发现，城区里一片大
雾，接连下了好多天的秋雨，经验
丰富的刘斌判断，龙泉山上应该
会有云海。把孩子送到学校，刘斌
继续开车往山泉镇上去，一路上
一直在云雾中，能见度极低。

“一到镇上，豁然开朗，一点
雾都没有了。”此时，刘斌发现，从

成都市区而来的云雾正在微风吹
拂下，缓慢地朝着龙泉山而来。已
经连续在龙泉山上拍摄多年，熟
悉地形的刘斌赶到凉风垭口，这
是龙泉山上能通公路的最高的一
个点。刚刚站定、架设好机位，刘
斌就看到，浓厚的云层正好飘到
悬崖处，随着地形，分散出轻薄的
雾气，缓慢而轻盈地朝崖下飘去，
像流水，又像丝绸，慢慢地填满了
山谷，如坠仙境。“太壮观了，非常
激动。”刘斌说，这些年，自己在龙
泉山上拍日出日落、拍云海，但还
是第一次拍到云瀑。

短短10分钟，云雾就把龙泉
山彻底地笼罩起来。刘斌用相机，
记录下了这难得一见的时刻。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摄影 刘斌

新华社北京11月3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军委联指总指挥习近平3日视察军委
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表明新一届军委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动全军
各项工作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的鲜
明态度。习近平强调，实现党在新时代
的强军目标、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
界一流军队，必须扭住能打仗、打胜仗
这个关键，在备战打仗上有一个大的
加强。全军要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新时代党的强

军思想，贯彻新形势下军事战略方针，
强化使命担当，强化改革创新，强化工
作落实，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
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战
略支撑。

习近平对我军备战打仗问题一直
高度重视。党的十九大闭幕后第2天，
习近平主持第一次军委常务会议，就
强调军委班子要推动全军各项工作向
能打仗、打胜仗聚焦。

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一身戎装

来到军委联指中心大楼。他带领军委
一班人研究军委联指中心建设情况。
习近平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军
委必须懂打仗、善谋略、会指挥，军委
工作一开始就要把备战打仗的指挥棒
立起来。今天到军委联指中心来，就是
要亮明态度，从我做起，从军委做起，
强化备战打仗导向，提高打赢本领，抓
实备战工作，带领我军真正做到能打
仗、打胜仗，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新
时代使命任务。

军委联指中心内，身着各军兵种

作训服的值班人员正在紧张有序地
忙碌着。习近平逐一察看各个部位，
详细询问有关情况，同值班人员深入
交流。

军委联指中心是军委的战略指挥
中枢，每天都有大批军事行动指令从
这里发出。去年4月，习近平曾专程视
察这里。看到一年多来军委联指中心
取得许多新进步，习近平十分高兴，勉
励大家再接再厉，不断提高联合作战
指挥能力。

紧转02版

据新华社北京电 外交部发
言人陆慷3日宣布：应越南社会主
义共和国主席陈大光邀请，国家
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0日至11日
赴越南岘港出席亚太经合组织
（APEC）第二十五次领导人非正
式会议。其间，习近平主席将出席

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并发表主
旨演讲，出席两个阶段领导人非
正式会议和工作午宴，出席APEC
领导人与东盟领导人对话会，出
席APEC领导人与APEC工商咨询
理事会代表对话会，并将会见有
关经济体领导人。

应越南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
书记阮富仲、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主席陈大光，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
委员会总书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
国主席本扬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11月12日至14
日对越南、老挝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将出席APEC会议并对越南、老挝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在视察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时强调

强化备战打仗的鲜明导向
全面提高新时代打赢能力

龙泉山云瀑 如坠仙境

首班出发 蓉欧快铁延向东盟

运输路线
成都经广西钦州港再通往泛
东南亚地区

运输时间
从工厂出货到送达目的港全
程运输时间约20天，较原江
海联运节约了一半时间

开行数量
初期每周稳定开行1列、培育
期结束后每周稳定开行2列

“蓉欧+”东盟国际铁海联运

昨日，随着一声“发车”令下，
一辆挂着“蓉欧+”东盟国际铁海
联运标识的班列缓缓开出成都国
际铁路港，32车电子产品、汽车
零配件、钛白粉、元明粉将一路向
南，开往越南、科威特、以色列、孟
加拉国等国家和地区。

这是成都发出的首趟“蓉
欧+”东盟国际铁海联运班列，班
列载着成都周边地区生产的产品
运往东南亚、中东地区，标志着成
都通往泛东南亚的南下物流通道
打开了新大门。

自此，成都形成向西至欧洲、
向北至俄罗斯、向南至东盟的Y
字形国际物流通道，成都集散能
力再次增强。

“蓉欧+”东盟国际铁海联运班列
将逐步形成往返开行，在市场培育初期
每周稳定开行1列、培育期结束后每周
稳定开行2列。该班列的开行，计划将东
南亚地区越南、柬埔寨等国为欧洲企业
加工的电子产品、电器产品经陆上丝绸
之路运输到欧洲，同时把东南亚地区丰
富的水果等特产引入到成都市场，进一
步构建“天天东南亚”的快速、高频次海
铁联运物流通道，促进成都与东盟各国
间的贸易及经济往来。

“随着成都南向通道打通，全球产
业将向成都集聚。”市口岸与物流办副
主任刘学军表示，该通道一方面将帮
助成都企业更好走出去；另一方面，成
都与东盟经济互补格局将形成影响，
未来，成都的电子信息、汽车产业影响
力将辐射到东南亚，中东、非洲等国家
和地区的产品则将在成都集散。

“海上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
形成互联互通。”刘学军解读，从成都
向西至欧洲、向北至俄罗斯、向南至
东盟的Y字形国际物流通道实现了互
通，象征着成都作为西部物流中心的
集散能力进一步增强。

刘学军介绍，截止到10月底，成
都铁路港国际班列的开行超过了710
列。其中以中欧为主，“中线目前发展
得最好，我们也在有序地推进北线和
南线的运行。”此外，南线方面，土耳
其的铁路互联互通将在今年底开通，
年底就可以实现南线到伊斯坦布尔。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摄影报道

20天就到目的港
比江海联运省一半时间

物流互通
全球产业将向
成都集聚

军队是要准
备打仗的，军委必
须懂打仗、善谋
略、会指挥，军委
工作一开始就要
把备战打仗的指
挥棒立起来。今天
到军委联指中心
来，就是要亮明态
度，从我做起，从
军委做起，强化备
战打仗导向，提高
打赢本领，抓实备
战工作，带领我军
真正做到能打仗、
打胜仗，担当起党
和人民赋予的新
时代使命任务。

11月3日，习近平带领军委一班人研究军委联指中心建设情况 新华社发

“蓉欧+”东盟国际铁海联运首发班列缓缓开出成都国际铁路港

蓉欧快铁载来的波兰美食 春熙路上免费尝

3年来罗兹开了10家中餐厅
大部分都叫“成都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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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形成向西至欧洲、
向北至俄罗斯、向南至东盟
的Y字形国际物流通道

成都商报讯（记者 李娅）今
后，每辆车上都会安装上一个“电
子身份证”，车辆信息、保险信息
等各种信息都将集成在上面，不
仅能快速识别车辆，套牌、故意遮
挡篡改号牌等违法行为，还能通
过绑定支付功能实现不停车缴
费、智能停车等多种功能。

11月3日，四川海华众讯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与锦江区签署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依托未来“电子
车牌（电子标识）”即将在全国推

广开展合作，建立西部一流、全国
领先的汽车大数据产业园，力争
在相关产业链将带来的万亿级市
场中抢占先机。据了解，“电子车
牌（电子标识）”是公安部十三五
规划的重要项目，该项目基于物
联网、大数据技术，通过在机动车
上安装一枚信用卡大小的电子车
牌标签，对机动车的数据进行采
集和写入，实现智能交通管理、治
安防控管理、应急处突管理、高速
收费、智能停车等一系列服务。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
文）昨日，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
议，学习十九届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一次集体学习会议主要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集体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
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时的重要讲话
精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
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锐平主
持会议并讲话，强调全市上下要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引，推动党的十九大
精神在成都落地见效。

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市委
副书记朱志宏，市委常委胡元坤、
谢瑞武、王川红、廖仁松、苟正礼、
田蓉、左正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
会主任于伟，市政协主席唐川平，
市政协党组书记李仲彬列席会议。

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党委（党
组）要旗帜鲜明向党中央看齐，向
习近平总书记看齐，切实把工作
的主题主线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
神上来，学习新思想、争创新作
为、展示新气象。一要坚定理想信
念，始终保持共产党人的初心和
本色。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
命，继承党的优良传统，更加自觉
加强党性锻炼，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奋
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二要增

强政治自觉，始终维护党中央权
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切实增强“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
维护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
核心、全党的核心的地位，在政治
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
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三要加强
作风建设，巩固和拓展落实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成果。坚决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关于持之以恒正风
肃纪的新部署新要求，结合成都
实际制定具体实施意见，持续整
治“四风”问题，不断巩固和深化
作风建设成果。四要学懂弄通做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确保在成都
落地落实。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核心要义和丰富内涵，切实把党
的十九大精神转化为成都建设全
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
市的具体思路、具体规划、具体政
策、具体举措和具体行动。

会议就11月份的重点工作提
出具体要求。会议还研究了其他
事项。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政
府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市法院
院长，市检察院检察长，市文化体
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领导小组
副组长，市长助理等列席会议。

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
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在成都落地见效

范锐平主持会议并讲话

为汽车打造“电子身份证”
成都将建汽车大数据产业园

Y字形国际物流通道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