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成德同城化 交通“一通百通”

代表建议：
推进成彭快铁向北延伸至什邡、
绵竹
2018年2月1日 星期四
农历丁酉年十二月十六

国内统一刊号：CN51—0073 成都日报报业集团主办
成都商报社出版 第8277期 总编辑 陈海泉 值班副总编辑 李若锋

今日市区

多云

02

0℃-9℃ 北风1-2级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成都商报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深刻认识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要性
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焕发新活力迈上新台阶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
30日下午就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进行
第三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
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建设现代化
经济体系是一篇大文章，既是一个重
大理论命题，
更是一个重大实践课题，
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深入
探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我国发
展的战略目标，也是转变经济发展方
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经济增长动力
的迫切要求。全党一定要深刻认识建
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和艰巨
性，科学把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
目标和重点，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焕发
新活力、迈上新台阶。

要建设创新引领、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要建设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
要建设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体系
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
由中央
政治局同志自学并交流体会，
刘鹤、孙
春兰、
李希、
李强、
李鸿忠、
陈全国、
陈敏
尔、胡春华、蔡奇就这个问题作了重点
发言，
中央政治局各位同志听取了他们
的发言，
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讨论。
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讲话。
习近平强调，现代化经济体系，
是

由社会经济活动各个环节、各个层面、
各个领域的相互关系和内在联系构成
的一个有机整体。
要建设创新引领、协
同发展的产业体系，
实现实体经济、科
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
展，使科技创新在实体经济发展中的
贡献份额不断提高，现代金融服务实
体经济的能力不断增强，人力资源支

要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
要建设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
要建设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的经济体制
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不断优化。要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
实现市场准入畅通、市场开放有序、市
场竞争充分、市场秩序规范，
加快形成
企业自主经营公平竞争、消费者自由
选择自主消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
平等交换的现代市场体系。要建设体
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
实

现收入分配合理、社会公平正义、全体
人民共同富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
等化，
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要建设
彰显优势、协调联动的城乡区域发展
体系，
实现区域良性互动、城乡融合发
展、陆海统筹整体优化，
培育和发挥区
域比较优势，
加强区域优势互补，
塑造
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要建设资源节

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体系，
实现绿
色循环低碳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
化建设新格局。
要建设多元平衡、安全
高效的全面开放体系，发展更高层次
开放型经济，
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
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
要建设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的经济体制，
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
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
以上几
个体系是统一整体，
要一体建设、一体
推进。
我们建设的现代化经济体系，
要
借鉴发达国家有益做法，更要符合中
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 紧转02版

从成都坐高铁可直达全国30余个城市

《成都市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实
施方案》获批复同意

今年春运
成都高铁

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
先行在青白江金堂蒲江试点
国土资源部、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日前公开批复意见，原则同
意广州、成都等 11 个城市利用集
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实
施方案。记者从国土资源部网站
公布的《成都市利用集体建设用
地建设租赁住房试点实施方案》
（下称实施方案）中了解到，成都
将先行在青白江区、金堂县、蒲江
县等区（市）县开展试点，试点项
目主要在产业园区、特色镇、旅游
型川西保护林盘等农村新产业新
业态集聚区周边，按照分批试点
的时序安排审慎推进。

朋友圈
刷新了
制图 李开红

成都东站将增加大量动车

8日起迎来返乡客流高峰
随着高铁线的延伸，
成都铁路旅客客流量
也将刷新。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预计春
运发送旅客约3650万人次，
同比增幅12%，
增长
约400万人次。
其中，
成都站、
成都东站预计共发
送旅客将达870万人次，
同比增长111.5万人次。
预计 2 月 8 日起将迎来节前返乡客流高峰。
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表示，此次春运期
间，在图定开行540对客车的基础上，再节前
安排116对临客列车、节后安排103对临客列
车上线运行。其中包括成都经西成高铁到西
安、太原、郑州、北京、南京等方向，经渝贵铁
路到广州、南宁、长沙、昆明等方向的长途动
车组将大量上线运行。

买票时可预订火锅底料等
据成都局集团公司成都客运段相关负责
人介绍，春运期间，动车组上将开展“智慧春
运”服务体验项目，不仅引入车内商品移动支
付等便民措施，
还丰富了旅客互联网订餐供应
的餐食品种。
“在12306客户端上，我们推出了
火锅底料、
腊肉香肠、
辣子鸡、
麻花等土特产预
订服务。旅客完成预订，开车后乘务员便可将
预订的餐食、
特产等商品送到车厢座位上。
”
成铁警方也推出了“成都铁路公安局微
警务”微信公众平台，集乘车须知、报警求助、
投诉举报、在线互动等于一体。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实习生 陈星宇

明年11月前将运营一批项目

实施方案还明确了集体租赁
住房建设实施方式。试点区（市）
实施方案明确，试点要遵循
县政府为责任主体，村镇集体经
四点基本原则：
把握正确方向，
坚
济组织可以自主开发运营，也可
持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保证有序
通过联营、入股等方式参与，
开展
可控，
项目用地应当符合规划，
以
利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租赁住房
存量集体建设用地为主，不得占
项目。建设的租赁住房应纳入属
用耕地，
不得违法用地，
不得产生
地政府房管部门，按租赁住房有
新的“小产权房”；坚持尊重农民
关政策统一管理。
意愿；
提高服务效能。
对于公众关心的会否出现
同时实施方案提出，试点的 “以租代售”，实施方案指出要探
主要目标包括探索增加农民财产
索租赁住房监测监管机制。集体
性收入渠道，成功运营一批集体
租赁住房出租，应遵守相关法律
租赁住房项目，形成一批可复制
法规和租赁合同约定，不得以租
可推广的改革成果。
代售。
承租的集体租赁住房，
不得
转租，
建立租金形成、监测、指导、
试点项目主要在三类区域周边
监督机制，
维护市场平稳运行。
实施方案对试点区域提出了
同时，方案提出探索保障承
符合规划、
配套设施相对齐全、
租
租人获得基本公共服务权利的制
赁住房需求较强等总体条件要求。 度。
承租人可按照成都市有关规定
试点项目主要在三类区域周边。
凭登记备案的住房租赁合同依法
一是产业园区（特别是产业
申领居住证，
享受规定的基本公共
新区）周边。重点安排在高新东
服务。
确定作为试点区域的区（市）
区、淮州新城、简州新城、天府新
县，
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对非本地户
区、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等“东进
籍承租人的社会保障机制。
南拓”
区域，
充分满足产业园区对
根 据 实 施 步 骤 ，成 都 将 在
租赁住房的需求，实现园区周边
2019 年 11 月前，在先行试点区域
“职住平衡”
；
范围成功运营一批集体租赁住房
二是特色镇周边，
结合旅游、 项目。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不得产生新的“小产权房”

为期40天的2018年春运今日正式开启，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昨日在成都召
开2018年春运新闻发布会。成都商报记者从会
上获悉，
随着西成高铁、
渝贵铁路的开通，
成都
高铁朋友圈再次刷新，
同时刷新的还有铁路旅
客的客流量。今年成都站、成都东站预计共发
送旅客将达870万人次，
同比增长111.5万人。

随着西成高铁与渝贵铁路开通，
2018年春
运期间，
成都通过高铁可直达的城市已有30余个。
据中国铁路集团有限公司成都车站介绍，
西成高铁、
渝贵铁路的开通，
打通了四川北上、
南下大通道，
“成都东站作为两条新线的支点，
将增加大量动车，
每日由成都东途经西成高铁
的动车达到了38对，
途经渝贵铁路的动车达到
了23对。
成都至西安、
郑州、
太原、
青岛、
贵阳、
昆
明、
南宁、
桂林等地，
也首次由动车组列车相连。
”

人口发展需求，
推动特色镇发展；
三是旅游型川西保护林盘等
农村新产业新业态集聚区周边，
在乡村产业集聚区域，满足农村
新产业新业态发展对租赁住房的
需求，
推动农村发展，
试点区（市）
县也有明确：按照产业发展对租
赁住房需求大，村级集体经济组
织意愿强，有资金来源和政府监
管、服务能力强等原则，
先行在青
白江区、金堂县、蒲江县等区（市）
县开展试点。

记者打探

到这些城市的
火车票还有吗

？

成都至北京
腊月二十四、二十五、
二十九余票充足，正月初六
返程尚有少量余票，正月初
九余票充足。

成都至广州
腊月二十四、二十五、
二十九余票充足，正月初六
返程一等座余票紧张，其余
座次余票充足，正月初九余
票充足。

成都至贵阳
腊月二十四余票充足，
二十五、二十九余票紧张，
正月初六返程车票除早上
8：10、9：21出发列车有少
量余票，其余均已售罄，正
月初九余票紧张。

成都至上海
腊月二十四、二十五、
二十九商务特等座和一等座
已售罄，
其余座次余票充足，
正月初六返程二等座余票充
足，
正月初九余票充足。

成都至重庆
腊月二十四、二十五、
二十九余票紧张，越是临近
除夕，余票越少，
正月初六、
初九返程余票紧张。

成都至昆明
腊月二十四、二十五余
票充足，二十九余票紧张，
正月初六返程车票基本售
罄，正月初九余票充足。

成都至南宁
腊月二十四、二十五、
二十九余票充足 ，正月初
六、初九返程余票紧张，
一、
二等座次均已售罄。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2月5日起
成都东客站区域
17条道路禁止停车
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交
管局获悉，
为进一步规范成都
东客站区域道路交通秩序，
2月
5日起，
交警部门将在成都东客
站区域内的金马河路、
白龙江
路、
雅砻江路、
青衣江路、
嘉陵
江路、
沱江路、
金沙江路、
江安
河路、
岷江路、
大渡河路、
丹景
山路、
青城山路、
龙泉山路、
龙
门山路、
邛崃山路、
云顶山路、
中环路锦绣大道段等17条道路
施划禁止停车线，
对机动车乱
停乱放的违法行为进行严格
管理，
违者将被记3分，
罚50～
100元。
此管理措施从2018年2
月5日起实施，
有效期为五年。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快看！
“超级蓝血月全食”
现身成都

成都机场提前迎春运高峰
单日航班量近1000架次
成都机场昨日提前迎来
运输高峰，共安排航班992架
次，其中出港498个航班、进
港494个航班，此现象在往年
同期还未出现过。据有关人
员分析，主要原因首先是旅
客错峰出行意识增强；其次
是由于出行旅客迅猛增加，
倒逼各航空公司增加运力；
第三，四川在外工作人员较
多，加之成都高校也较多，学
生开始返乡等因素，使成都
机场运输高峰提前到来。
吕俊明 成都商报记者 费成鸿

昨晚，2018 开年第一天文大
戏——“超级月亮+蓝月亮+红月
亮”三景合一的天文奇观“超级蓝
血月全食”
华丽登场。
昨晚，月亮恰好运行到近地
点，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月亮要
比它在远地点时大 12%-14%，因
此被称为“超级月亮”。而“蓝月
亮”并不是指人们可以看到蓝色
的月亮，而是当一个月出现两次
满月时，第二个满月就被称为“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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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
“红月亮”则是因为发生月
全食时，照向月亮的太阳光被地
球挡住了，但地球大气层折射的
光线照向月面，人们看到的月亮
就变成了红色。
昨晚在成都，不少人也目睹
了这 150 多年一遇的奇观。晚上 8
点 20 分，一直躲在云层里的月亮
悄悄露脸，并已进入月亏阶段。晚
8 点 52 分，
“红月亮”
开始现身。
成都商报记者 王勤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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