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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华蓉看来，成德同城化发展
已经有了“推力”。德阳把成德同城化
发展定位为全市“一号工程”，全方位
全领域推进与成都区域规划、交通建
设、通信设施、城市品质、产业布局、政
策机制“六个协同”。成德两市还签订
了《成德一体化发展合作备忘录》等协
议，为成德同城化更高水平发展、深层
次突破奠定基础。

为构建成都北上高标准铁路通
道，成都至绵阳城际铁路已纳入《成都
平原城市群铁路公交化运营改造方
案》，其中清泉至金堂段作为一期“1环
7射”运营改造项目于2018年启动前期
工作，金堂以北路段纳入二期项目。为
了加快推进成德同城化，王华蓉与德

阳团的人大代表们正在积极呼吁，建
议省级层面支持将金堂至德阳段纳入
一期项目，与清泉至金堂段统一规划、
统一实施，并建议省级层面支持将成
彭快铁继续向北经什邡延伸至绵竹，
将该线作为绵遂内铁路和成灌铁路之
间的连接线。

“规划有盲点的，我们就在争取覆
盖盲点，已纳入规划的，我们努力让规
划抓紧实施起来。”王华蓉告诉记者，
尤其是成德绵高速扩容项目成德段的
建设，作为成德一条重要的连接线，未
来将采用高架桥的形式。目前项目的
前期工作已经做完，省里已经正式批
复了该项目，对于年内正式动工，她充
满期待。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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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十九大精神，扎扎实实在成都大地上生根

建设现代化新天府 成都开启千年新变
学习贯彻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会精神

市民各有所需 规划“落脚”到人

在规划中收到自己的“专属红包”
规划先行，民生为本。
2017年12月，市

委十三届二次全会审议
通过了《成都市城市总
体规划2016-2035年
（送审稿）》，为成都未来
的发展描绘了一幅魅力
十足的蓝图。

民生作为这幅魅力
蓝图的重要一环，直接
关系到老百姓的幸福感
和获得感。

在总规具体实施过
程中，各区（市）县的城
市规划不仅让具备成长
潜力的企业感到兴奋，
也为每一个成都市民派
发了“民生红包”，令人
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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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武侯区居民梁璐来说，为
将要2岁的孩子找一个合适的幼
儿园，是眼前的“头等大事”。而武
侯区新一轮规划中的一大“民生
红包”恰恰发到了她的手里。

武侯区提出，2018年，武侯区
将新建成学校（幼儿园）10所，新增
学位8220个，教育投入的比重和数
量均创武侯历史之最。

“我相信对家有儿女的人来说，
孩子的教育是头等大事，我身边很
多父母，在孩子1岁多就开始筹划该
上哪个幼儿园，打听哪个幼儿园口
碑更好。而规划中提出的新增学位，
建设、推广优质教育资源，对我来说
是最大的福利。”梁璐介绍，她家附
近的公办幼儿园学位很紧俏，摇中
的概率并不高，而各种“国际幼稚

园”学费很高，不是她这样的普通工
薪家庭可以承受的，“政府如果可以
多建公办园，供给更多优质学位，我
们再高兴不过了。”

除了母亲的身份，梁璐还是
一个平面设计师。她对于武侯区
提出“文创武侯、智慧城区”的总
体发展定位很是欣喜，“武侯区有
很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文创人
才也已经达到了一定的数量，我
自己就是从北京的公司主动要求
调回成都来工作的，一来是方便
生活，二来是看好武侯的工作、创
新环境。”梁璐相信，随着武侯区
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文创方面
的持续发力，“文创公司会更爱武
侯，武侯也会因文创产业的发展，
更具文化品位。”

“千年蜀都·文博青羊”，青羊区
正加快建设高品质高能级生活城区，
其中，“彰显天府文化”是重要一环。

石室中学退休教师罗世华对青
羊区的文化历史底蕴赞不绝口，如果
有朋友来，他会介绍金沙遗址，推荐
古蜀文化；力推石室中学，这所历史
可追溯到西汉时期的学府；杜甫草堂
的诗词文化令人称道；还有青羊宫等
著名的文物保护单位。

而青羊区正在打造“辉煌古蜀-
浪漫秦汉-盛世唐宋-遗韵明清-风
云民国-腾飞成都”的天府文化轴线，
罗世华非常赞成，认为天府文化的氛
围会越来越浓。特别是青羊区将坚持
保护传承和挖掘彰显两手抓，突出

“文博青羊”。他再次点赞，“时代既要

前进，也要继承发扬，社会进步是一
步步演变的”。他认为，在规划中彰显
天府文化是很必要的，“不能忘记过
去，也不能停止发展，文化不能停留
在某个阶段”。

在罗世华居住的汪家拐街道，就
有人民公园、文翁石室、李家钰故居、
努力餐等历史文化资源，石室中学则
是他所在的文翁社区的骄傲。作为石
室中学退休教师，罗世华非常关注文
翁石室文化的彰显。西汉景帝末年，
大约公元前141年，自蜀郡太守文翁
创建“石室精舍”始，迄今已有2150多
年的历史。他很希望在文庙前街等地
做一些建设，体现其源远流长的历
史，“比如打造文化墙，把文化氛围提
升起来。”

刘羽欣在简州新城一家公
司上班，她以前在龙泉驿区工
作，家也在那里，现在，她来到了
简州新城。“一个充满希望的新
城”，她说来到这里，是看好它美
好的未来。

刘羽欣每天早上7点起床，
从龙泉驿区乘坐客运班车到简州
新城，大概用时30分钟，她期待着
新城开通地铁，节约通勤时间。

“现在从简州新城出发，不管到龙
泉驿区，还是简阳市，都需要乘坐
客运班车”，刘羽欣认为这样不太
便利，需要开行公交。此外，学校、
医院等配套设施应尽快建立起
来，周边道路特别要修好，她说。

简州新城“10分钟日常生活

圈、10分钟日常出行圈、10分钟
休闲服务圈”的规划，甚合她意。
38平方公里起步区内规划布局
了8所中学、11所小学、17所幼儿
园、4家医院、8个菜市场、3条地
铁线、10个公园。

“现在休闲娱乐的地方确实
不多”，刘羽欣还非常期待，在已
有龙泉湖的基础上，简州新城新
规划的龙马湖、龙升湖等8个生
态湖，“能观湖、游湖”。好消息
是，今年4月，人才公园和绿道将
可投入使用。“这里依山傍水，空
气好，环境好”，她期待着规划中
的配套设施尽快落实，“会考虑
在这里安新家，让家人也过来工
作、生活”。

家住高新区的贾照是一个资
深跑友，促使他从“老城区”搬到高
新区的一个因素就是方便跑步。

贾照说他从小在锦江边长大，
近些年开始“痴迷”长跑，每周都会跑
三四次，长跑三年多来，已经完成了
多次全程马拉松和半程马拉松。“我
有次跟跑团的朋友到高新区拉练，
一对比，发现这边的跑步条件比我
原来的居住地好很多，就起了搬过来
的念头。”贾照认为，因为高新区具
备的“后发优势”，在城市规划上更
加先进一些，大的开放性公园、绿地
很多，这对他有“相当大的吸引力”。

对于高新区的新一轮规划，贾
照最关心的就是环境，而规划也恰
恰应了他的所好。高新区规划提
出，要打造锦江生态带滨水岸线，
建设1000公里的慢行及绿道系统，

实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个好消

息，因为有更多可以去跑的地方
了。”贾照说，在他看来长跑的乐趣
之一，就是用脚和眼睛去真正感受
城市。“锦城湖、桂溪生态公园等公
园是我最常去的。1000公里连续不
断的绿道，对我们跑友来说，就是
一个超大的红包。”

贾照建议，规划中的绿道建设
时，要实现人车分流，尽量给散步、
跑步的人更安全的空间。“如果可
以科学地配置驿站，满足大家在骑
行、跑步、散步时的补给需要，就更
完美了！”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李秀明

年轻妈妈：最高兴看见新增学位8000多个

高新跑友：1000公里绿道是最大红包

简州新城上班族：规划很满意 期待安新家 退休教师：在规划中彰显天府文化很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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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两会期间，“成德同城化”这个火热的议题始终是德阳代表团讨论的焦
点。“交通设施必须先行，交通一通百通！”在省人大代表、德阳市委组织部部长
王华蓉看来，交通是首要突破口。她向大会提交的《关于支持成德同城化重大交
通项目的建议》，建议从省级层面推动成德重大交通项目的建设，支持加快建设
成都经金堂至德阳城际铁路，支持加快推进成彭快铁向北延伸至什邡、绵竹，支
持优先加快建设成德绵高速扩容项目成德段三项工程。据了解，目前成德绵高
速扩容项目的前期工作已经做完。

王华蓉指出，成都平原的城市群
中，成都和德阳之间的物理距离是最
近的，但交通同城化的现状却与广佛
等城市群有不小的差距。成德两地行
政边界接壤长达150公里，德阳的中
江、广汉、什邡与成都的金堂、青白江、
彭州接壤，目前成德间已建成5条高速
公路、3条干线公路、4条轨道交通。

这其中，建成较早的成绵高速和
国道G108是成德的主通道，随着成德
两地城市发展的推进，通道的交通量激
增，导致“通而不畅，通而不快”的现象，
甚至呈现常发性拥堵，拉长了成德两地
的时间距离；另一方面，这些处于城市
内部的通道对沿线城市发展形成了较
强的阻隔作用，不利于城市空间结构的

健康发展。可以说，成德通道现有布局
与城市空间的发展格局存在矛盾。

从通勤的角度来看，广佛、沪苏等
案例证明，同城化两地间无不规划建
设由高铁、高速公路、快速路和城市轨
道组成的快速交通体系。然而目前成
德间这样的通道无外乎成绵乐城际、
成绵高速、G108等，通勤性一般。

“除了经停的动车，我们希望能开
设两点一线的轨道交通，对城市经济
的带动作用将会更大。”王华蓉表示，
轨道交通的延伸将形成两城之间的城
际快速通道，通勤性提上去后，依托成
都高品质宜居的生活条件，吸引人才
去德阳工作便不是难题，“北部新城离
双流国际机场1个多小时就到了。”

现状与问题：
通而不畅 通勤性一般

解决与前景：
建立一体化沟通机制 加快建设三大工程

即日起，成都限制新增投放共
享单车；3月16日前，各企业全面清
理停放在路面的损坏和不活跃车
辆。成都市交委、市城管委、市公安
局三部门1月31日召开共享单车行
业管理专题会，明确多条管理措施。
成都商报记者从会上获悉，在成都
运营的共享单车企业还签订了诚信
经营承诺书。

多个城区限投新车
全面清理损坏和不活跃车辆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即日起，
成都限制新增投放共享单车的区域
有：成都高新区、锦江区、青羊区、金
牛区、武侯区、成华区辖区绕城高速
（G4201）内以及高新南区延伸到天
府五街区域内。

共享单车企业要在规定时间
内，全面清理并上报限制投放区域
内的准确投放数量。若出现虚报、瞒
报的情况，将纳入共享单车服务质
量信誉考核。在上述区域限制新增
投放的同时，鼓励单车企业在其他
有需求的区（市）县投放车辆。但前
提是企业要与当地行业主管部门沟
通协调，征得同意。

相信不少市民有这样的经历，
路上损坏的共享单车占着停车位，
可能接连扫到坏车。记者于会后获
得一个好消息，停放在路面的损坏

和不活跃车辆要在3月16日前全面
清理了！

对利用城市道路进行大面积停
放、久未骑行及散落在绿化带、沟渠
等区域的车辆清运回仓库。为保落
实，城市管理部门将其纳入每月共
享单车停放秩序管理考核范围。

企业应尽快建立行业自治组织
加快建立用户信用评价体系

根据企业承诺，哈罗单车于2月9
日前将投放在金牛区、青羊区范围内
的共享单车全面清理出上述区域。

滴滴青桔在成都高新区、锦江
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
辖区绕城高速（G4201）内，以及高新
南区延伸到天府五街区域内恢复使
用原小蓝单车，更新投放的青桔单
车总量不超过原小蓝单车总量。

会议还明确，在成都运营的共
享单车企业应尽快建立行业自治组
织，探索共享单车投放、运维管理的
新模式，市、区两级行业主管部门将
给予大力支持。

会议要求，各企业务必落实主
体责任，配足运维人员与调度车辆，
加强线下运维调度力量，特别是要
加强对潮汐式、节假日以及重点区
域及时有效调度；要加快建立用户
信用评价体系，对违规停放、违章骑
行纳入骑行“黑名单”。

成都即日起
共享单车限投新车
破损单车限期清理

ofo和摩拜已向政府
开放单车数据

共享单车企业一致
表示，坚决遵守行业主管
部门对共享单车投放及
管理的要求。同时进一步
加强线下运维，自觉做好
单车的停放秩序维护工
作。若违反上述诚信经营
承诺，自愿接受行业主管
部门的处罚。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
ofo得知，目前在成都投
放 的 ofo 小 黄 车 为 80 万
辆，市中心维持50万辆的
规模已超过半年，其余30
万辆投放在彭州、新津、
崇州等区域。

ofo表示，随着共享单
车的发展，公共空间特别
是路权需要重新划分，政
府主管部门根据市场需求
和城市规划指引来实施，
作为企业完全配合。

在维护单车投放管理
秩序方面，ofo与青羊区合
作试点电子围栏技术，并
将奇点城市慢行交通管理
平台向成都主管部门开
放，积极配合主管部门的
创新探索，政企合作共同
将成都打造成“世界共享
骑行之都”。

摩拜单车方面对成都
商报记者表示，积极支持
和配合主管部门，做好共
享单车的管理。目前，摩拜
已经向政府部门开放数
据，政府部门可以及时了
解单车情况。同时，摩拜会
在更多区域试点电子围
栏，引导用户规范停车，共
同维护好停车秩序。摩拜
也呼吁，共享单车企业遵
守相关规定，互相监督。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简州新城规划的城市会客厅效果图

企业
回应

紧接01版 习近平指出，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需要扎
实管用的政策举措和行动。要
突出抓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
是要大力发展实体经济，筑牢
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坚实基础。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
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
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深化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
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
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
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
强，营造脚踏实地、勤劳创业、
实业致富的发展环境和社会氛
围。二是要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强化现代化经济体
系的战略支撑，加强国家创新
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
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
深度融合，塑造更多依靠创新
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
领型发展。三是要积极推动城
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现代化
经济体系的空间布局，实施好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动京津
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
展，同时协调推进粤港澳大湾
区发展。乡村振兴是一盘大棋，
要把这盘大棋走好。四是要着
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提高现代
化经济体系的国际竞争力，更
好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继续
积极推进“一带一路”框架下的
国际交流合作。五是要深化经
济体制改革，完善现代化经济
体系的制度保障，加快完善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决破
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激发
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