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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3

中心城区施工打围有了硬规定
超期要缴占道费扣信用分！

《成都市中心城区建设项目开工统筹及占道施工管理实施细则》5月起实施

2018年4月19日
星期四

昨日，2018年金堂县重大项
目集中开工仪式在成都（金堂）智
能制造产城单元标准化厂房项目
现场隆重举行。

本次集中开工项目25个、总
投资达212.01亿元。其中，以上海
同捷新能源汽车整车生产制造基
地项目（二期）、四川宝生新能源
汽车制造基地项目、成都巴莫科
技动力电池及高端3C电子用锂
离子电池材料项目（二期）等20个
项目为代表的产业化项目，计划
总投资174.11亿元；以成都（金
堂）通用航空基础设施项目、成都
（金堂）通用航空产城单元、节能
环保产城单元标准化厂房项目为
代表的5个基础性、支撑性项目，
计划总投资37.9亿元。

据介绍，上海同捷新能源汽
车整车生产制造基地项目，计划
总投资56亿元，其中注册资本42
亿元，建成后形成年产30万辆的
乘用车开发生产能力，预计年销
售收入约450亿元人民币。目前一
期项目厂房正在进行收尾工程，
同步安装设备，二期项目正在进
行厂房主体施工。预计6月一期项
目建成，6月底线下组装50台样

车，12月底二期项目建成，形成批
量生产能力。

另外，通航产业也是这次集
中开工项目的亮点。4月18日开工
的项目中，成都（金堂）通用航空
产业园东西区基础设施项目，共
计划投资15.15亿元，用于通航西
区和通航东区主次干道建设，项
目建成后将提升园区承载能力，
进一步拓展发展空间。成都（金
堂）通用航空产城单元标准化厂
房项目，计划投资6.9亿元，总占
地面积241.74亩，共修建厂房22
栋。

成都（金堂）通用航空产业园
是落实“东进”战略，发展先进制
造业的重要承载地，也是成都建
设国际航空枢纽的重要组成部
分。通航产业园总规划面积25平
方公里，先行启动东区首期5.4平
方公里和西区6平方公里建设。全
县计划修建通用航空产城单元标
准化厂、智能制造产城单元标准
化厂、节能环保产城单元标准化
厂等工业标准化厂房，年底计划
建成约29万平米，满足近200户企
业快速入驻需求。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年产30万辆
“金堂造”新能源汽车预计年内量产
总投资212.01亿元 金堂县25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4月18日，四川省统计局召
开了2018年一季度四川经济形
势新闻发布会，四川省统计局新
闻发言人熊建中发布了四川省
各项经济指标的数据，并回答了
记者提问。

经国家统计局审定，四川省
一 季 度 实 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GDP）8590.2亿元，按可比价格
计算，同比增长8.2%，增速比全国
平均水平高1.4个百分点。值得关
注的是，一季度房地产开发投资
1125.6亿元，同比下降4.6%，但商
品房销售面积增长22.3%。

主要经济指标稳定增长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数据显示，四川省一季度规
模 以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同 比 增 长
8.2%，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4
个百分点；一季度第三产业增加
值同比增长9.9%，增速比全国平
均水平高2.4个百分点；一季度社
会 消 费 品 零 售 总 额 同 比 增 长
12.4%，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2.6个百分点。

“我省一季度GDP增速为
8.2%，高于省委省政府制定的
GDP增速7.5%的预期目标，也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实现了良好开
局。”四川省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熊
建中表示，四川省一季度高质量
稳定增长，主要表现在：经济增长
平稳，四川省已连续6个季度
GDP增速保持在8.0%以上；三大
产业发展稳定，其中第三产业增
速保持在9.8%左右；在就业形势
和物价总体保持稳定的基础上，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8.5%，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增长9.0%。

房地产开发投资下降4.6%
总体上仍然保持稳定

数据显示，四川省一季度完
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6056.9亿
元，同比增长11.3%。值得注意的
是，在房地产开发上，一季度房地
产开发投资1125.6亿元，同比下
降4.6%。其中，商品房施工面积下
降1.3%，商品房竣工面积下降
14.8% ，商 品 房 销 售 面 积 增 长
22.3%。

熊建中表示，一季度房地产
行业仍然保持平稳增长，增速达
到7.8%；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
22.3%，增速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
出18.7%，房地产开发投资的下降
主要是由于政策上的调控。

另外，熊建中表示，四川省绿
色行业正在稳步发展，新能源方面
发展加快。其中，一季度全省风力发
电量达到1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5.6%；一季度全省垃圾焚烧发电
量达到3.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1.6%；一季度全省生物质发电量
达到0.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4%。

针对3月份以来的中美贸易
冲突问题，熊建中指出：“美国针
对我国的汽车、钢铁、铝等产品增
加关税，对四川省的经济发展影
响不大；而对机械设备、电子信
息、医药、化工等企业的影响，还
需要持续关注，整体上对四川经
济的影响也不大。”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郑鑫

四川一季度GDP同比增长8.2%
各项经济指标保持高质量稳定增长态势

随着成都城市快速发展，公路、地
铁等建设施工“此起彼伏”，长长的围
挡出现在大街小巷，带来一些“城市阵
痛”——交通占道、噪音污染、扬尘污
染，“围而不用”、“多围少用”等现象更
是加重了“阵痛周期”。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建委
获悉，为了减轻“阵痛”，进一步加强和
规范占用、挖掘城市道路施工管理，保
障城市道路设施的完好和安全，提高城
市道路运行效率，持续改善城市环境和
面貌，成都市重大办、市轨道办、市治理
办、市治堵办在多次调研、征集意见的
基础上研究制订了《成都市中心城区建
设项目开工统筹及占道施工管理实施
细则》（以下简称《细则》）。

据成都市建委副主任陈顺治介
绍，《细则》首次对占道施工时间和区
间进行了分类限定，市民们关心的“围
多宽？围多久？”的问题有了具体答案。

“《细则》将于5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有
效期为5年，违规项目将进行经济和信
用上的双重处罚。”

统筹范围覆盖“11+2”中心城区
明确规定打围范围、时限

《细则》明确，统筹范围将按照“全
域统筹”“全面统筹”的原则，中心城区
（锦江区、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
华区、龙泉驿区、青白江区、新都区、温

江区、双流区、郫都区、成都高新区、成
都天府新区）范围内占用高速公路、城
市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路、支路地
上及地下空间进行下列工程建设，均
纳入开工统筹及占道施工管理：

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中心
城区快速路网、中心城区市级主干路
网、城市高速公路、给排水、电力、通
信、绿化、燃气管网、桥梁、隧道、城市
轨道交通、公交站点、交通设施等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各类市政维护、维
修工程；超出用地红线范围进行打围
作业的房屋建筑工程；临街建筑或建
筑外立面整治、房屋拆迁及临街店面

装饰装修工程；市建设、城管、公安等
行政主管部门要求纳入统筹管理的
其他工程。

“这次实施细则对占道打围的具
体范围、长度、宽度和时限做了很明确
的规定。”成都市建委城建处副处长陈
俊才表示，轨道交通施工、桥梁、道路、
下穿隧道等项目周期的施工全部明
确，分类分别地做了规定，比如时间节
点、施工打围范围、里面能做什么、哪
些东西不能摆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比
如地铁修出入口，就明确规定了占道
施工时间要小于等于120天，打围范围
也规定了不得大于多少米。”

对地铁、隧道等市政工程
将“一视同仁”

违规怎么办？《细则》明确，项目在
开工统筹和占道施工过程中，如存在
未经开工统筹、占道（挖掘）审批就擅
自占道打围施工，或虽经过开工统筹、
占道（挖掘）审批，但围而不动、超范
围、超期限占道打围等违规行为，将扣
减企业信用评价得分，依据评价结果
实施差异化管理。

同时，项目还必须缴纳超期期间
的占道费。其中，市政基础设施项目
（道路、桥梁、隧道、城市轨道交通等）
应按照《成都市发改委市财政局关于
核定我市占道费收费标准的通知》（成
发改收费函〔2013〕423号）缴纳占道
费。“占道费缴费基数（占道时间、占道
面积）按经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确定。
在经批准的占道时间内按时完工的，
由项目建设业主缴纳占道费，超期占
道的由项目施工（总）承包企业缴纳占
道费，且不得纳入项目建设成本。”

“这次细则对政府投资项目的管
理，是一个亮点。”成都市建委副主任陈
顺治表示，原来的政府投资项目，对行
业主管部门来说管理和处罚有一定的
难度，这一次对政府投资项目要和其他
市场主体一样，进行一致管理。“超期占
道、围不施工、多围少用这些行为都不
允许。”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当记者走进简阳市射洪坝第
一小学校园，无论是教学楼梯间、
运动场、还是教室，总能看到各式
各样的文化作品：诗词、书法、绘
画、摄影作品。在校门口，几个戴着
红色绶带的小学生冒着烈日在门
口劝导过往的同学们遵守校园秩
序，遵守文明礼仪，浓郁的文明校
园气息扑面而来。

■ 新校新风气，“孝悌”
文化立校育人

射洪坝第一小学地处简阳
市新城区。从立校之初开始，射
洪坝第一小学就将诗书立业、孝
悌做人作为学校的核心价值，在
校园内大力推进“孝悌”文化建
设。走进学校，各种孝悌文化标
语随处可见，课堂上，老师会定
期通过传统文化特色课堂讲解

“孝悌”文化经典。走出课堂，学
校还积极组织同学关心关注孤
寡老人，帮扶贫困生、贫困家庭、
重病师生，积极参与社区公益活
动，取得了良好实效。

学校二年级的学生曾文佳
入学后开始学习背诵弟子规、三
字 经 等 传 统 教 育 经 典 ，对“ 孝
悌”小故事特别感兴趣。回到家
中，盛饭、倒水、打扫卫生都是曾
文佳的日常“工作”。曾文佳说：

“进了小学，老师教我百善孝为
先，我要把这种美德体现在实际
行动中。”

■ 开设传统文化特色班

一直以来，射洪坝第一小学
都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学
生发展为中心，以加强师德建设
为重点，提升师生公民道德、职业
道德、文明修养和民主法治观念。
经过几年的努力，射洪坝第一小
学成功创建省级文明校园，学校
校园文化生活质量显著提高，校
园文化内容健康、格调高雅、丰富
多彩，有效提高校园文明程度，使
校园秩序良好、环境优美，育人环
境进一步改善。

学校少年宫常年开设舞蹈、声
乐、美术、书法、足球、科学实验与
制作、经典诵读等一共四大类二十
多个活动小组，同时引进编织刺
绣、空竹、川剧、武术等具有中国传
统文化特色的项目。现在，该校少
年宫每天利用下午课余活动时间
和节假日开办不低于40分钟的特
色学习班，为学生搭建了挖掘潜
能、施展才华的舞台。

教育实践中，该校发现学生
良好习惯的养成和家庭环境影
响很大。因此，学校一方面充分
发挥广大师生参与文明校园创
建的积极性、主动性，通过文明
礼仪之星的评选，在学生中形成
讲文明的风气。另一方面，通过
给学生布置作业，让学生当起家
庭监督员，形成良好家校一体文
明风气。

（许雯 李春雨）

成都天府新区锦江小学
“文化养校”彰显情智教育
“价值育人”引领校园精神文化

成都天府新区锦江小学地处天
府新区核心商业圈，建校九年来，学
校以建设高品质、有特色、现代化的
素质教育品牌校为目标，以“情源锦
江·智启未来”为办学理念，实施情
智教育。在学校精神文明建设上以

“文化养校·价值育人”为引领，积极
发挥引导青少年成长的主渠道、主
阵地、主课堂作用，培育师生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学校因此获评“成都
市文明校园”荣誉称号。

■ 建立德、智、体等一体
化活动体系

学校提炼以办学理念、办学目
标、培养目标、校训、校风、学风、教
风、教师发展理念、师生关系、校
徽、校庆日、校报等为内容的“情智
教育”理念系统，努力营造阳光和
谐、开拓进取、求真向善的校园精
神文化。

同时，建立了德育、智育、体育、艺
术、科技、劳动教育等一体化的活动体
系，以活动文化促进师生发展。其中，德
育活动主张实践体验，年级实践课程和

“十大主题活动”将每年一度的体育节、
艺术节、“锦韵”读书节以及科技创新月
等活动，进行序列化安排。同时，艺术教
育注重“以美育人”，开展小型分散、灵活
多样的艺术舞蹈展示活动等。此外，学
校科学教育坚持“创新为魂”，在每年4
月的艺体科技节上组织航模、科幻
画、模拟制作等科技比赛等，以此促
进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

■“小雨点修身行动”提
升学生素养

学校坚持开展环境保护教育和
三节（节水、节电、节粮）教育。在管
理方面，实行校长负责制，严格执行

“三重一大”议事规则。采取章程、规
划、制度的制定广泛听取教师、家
长、社区、学生意见；坚持校务公开、
财务公开、教务公开、党务公开。

同时，学校组建了重大项目监
督组，参与学校民主管理与监督，
并开设43个三级家委会、1个家长
志愿者行业协会参与学校学生校
内外活动、校园文化建设等多项工
作，学校少先队大队委设有体育
部、学习部、安纪部、清洁部等自主
管理部门参与学校管理。每年还会
开展“阳光食堂”、教育教学、课程
建设、师德师风满意度测评。

每一个踏入锦小校园的学生，
学校都会发放一本《小雨点手册》，
并通过每月的考核评选“锦小之
星”。同时，学校以专注、友善等24
个品格为内容推行品格教育，以

《生活生命生态》为依托开设心理
健康课程，促进学生心理健康素养
的形成。“小雨点修身行动”还设立

“小雨点卫士”，由学生担任，让孩
子参与管理，体验角色对调，培养
他们的自觉、自强、自尊。学生在实
践中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将
社会体验、生活体验融为一体，全
面提升学生的素养。

成都市文明校园巡礼
创文明校园谱蓉城新声

成都天府新区锦江小学建校九年来，以建设高品质、有特色、现代化
的素质教育品牌校为目标，以“文化养校·价值育人”为引领，积极发挥引
导青少年成长的主渠道、主阵地、主课堂作用，培育师生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学校因此获评“成都市文明校园”荣誉称号。

简阳市射洪坝第一小学：
以孝为先
打造“孝悌”文化特色文明校园

一直以来，射洪坝第一小学都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学生发展
为中心，以加强师德建设为重点，提升师生公民道德、职业道德、文明修
养和民主法治观念。经过几年的努力，射洪坝第一小学成功创建了省级
文明校园，学校校园文化生活质量显著提高，育人环境进一步改善。

■《细则》首次对占道施工时间和区间
进行了分类限定，也就是市民们常关心的
“围多宽？围多久？”的问题有了具体答案。

■《细则》将于5月1日正式开始实施，
有效期为5年，违规项目将进行经济和信用
上的双重处罚。

■《细则》对政府投资项目将和其他
市场主体一样，进行一致管理。

今日关注今日关注 简阳市射洪坝第一小学

学校志愿者参加社区关爱活动 图据学校 学生在校门口劝导过往的同学们遵守校园秩序 图据学校

4 月 18 日早上 8 时，我陆军
航空兵部队开始在东南沿海举行
跨昼夜海上实弹射击演练。多型
武装直升机密切配合，高效协同，
全面检验陆航部队海上全天候作
战能力。

导弹、火箭弹多弹种
连续攻击

这次演练紧贴实战，全程在
复杂电磁环境下进行，飞行员驾
驶武装直升机低空掠海突防，在
特定海域自主规划攻击航线，自
主侦察搜索目标，使用导弹和火
箭弹对海上浮动靶标和模拟舰船
等多个目标实施攻击。

演练中，各机型需要在规定
的时间内，针对不同海上目标，采
取尽远攻击、协同攻击、连续攻击
等战术手段，快速侦察搜索目标，

使用多种武器实施精确打击。
陆军航空兵某旅副旅长杨保

卫表示，这次海上实弹演练，重点
是按照真、难、严、实的要求，在环
境上突出夜间、海上和复杂电磁
环境，在战法上突出尽远攻击、协
同攻击、多弹种连续攻击，方法上
突出自主侦察、临机决策，全方位
提高部队实战能力。

红外、微光等
夜间识别装置搜索

随着夜幕降临，新一轮火力
突击随即展开。由于夜间能见度
不足，观察距离受限，飞行过程
中，飞行员夜视镜闭光驾驶，依靠
飞机仪表实施海上突防，利用红
外、微光等多种夜间识别装置完
成目标搜索，实施火力打击。

（新华社、央视新闻）

威武！
我军在东南沿海跨昼夜实弹演练

央视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