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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总额4.3万亿
第十七届西博会

四川将推出项目2952个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
文）昨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范
锐平主持召开TOD综合开发工
作专题会。他强调，要全面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讲话
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深刻认识TOD综合开发
重大战略意义，借鉴集成国内外
先进发达地区经验，因地制宜、
开拓创新，高标准高水平推进此
项工作，提升生活城市品质、巩
固消费中心地位，加快建设美丽
宜居公园城市。市委副书记、市长
罗强出席。

TOD是指以公共交通为导
向的发展模式，即把公共交通一
体化、特别是轨道交通一体化，跟
城乡规划布局、土地利用结合起
来，优化城乡区域空间格局。去年
以来，成都启动TOD综合开发工
作，编制完成了相关专项规划和
城市设计导则，在用地管控、控规
优化、工作机制以及建设模式等
方面取得阶段成果。

会上，相关部门及区（市）县
汇报了TOD综合开发工作推进
情况及认识思考。听取发言后，范
锐平指出，“站城一体化”是轨道
交通时代城市开发的一场思想解
放运动，是理念更新和方式重构，
是推动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建设的
重要抓手。要深化对其战略意义
的认识，统一思想、凝聚共识，以
功成不必在我的责任担当做好长
远谋划，探索解决方法策略、政策
体系、利益分享等问题。

会上，范锐平和大家分享了新
加坡、日本、美国、俄罗斯等国家推
进TOD综合开发的典型案例。他
说，当前，成都正处于轨道交通引
领发展阶段。从长远来看，这是解
决城市拥堵等“大城市病”的关键。
要充分认识TOD综合开发的重要
性，它是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的需要，有利于实现生产生活高
度协调统一；是建设立体交通网
络的需要，有利于实现交通基础
设施运行方式、资源匹配和人流、
物流高度契合；是轨道交通可持
续发展的需要，有利于解决建设
运营资金筹措难问题；是城市高质
量发展的需要，有利于推进老城更
新和新区高水平规划；是打造区域
发展新地标的需要，有利于提升区
域开发综合效益。

“TOD是商业开发，通过植
入产业、培养生态，将提高综合效
益；公共服务补短板，方便群众生
活，政府原本就要加大投入；建成
后形成商业中心、交通枢纽，集聚
人流将释放巨大消费潜力……”

范锐平给大家算了“几本账”，强
调要打破将TOD综合开发效益
简单等同于土地收益的观念，坚
持统分结合、共建共享、分级负
责，在城市级、片区级轨道交通站
点全面推进。要鼓励各方共同参
与，根据投资股权分享综合收益，
建立起科学的利益分享机制。

范锐平强调，实现战略目标
需要科学的方法，要因地制宜探
索TOD综合开发实施策略。要学
习集成先进发达地区经验，寻找
国际设计和投资运营合作伙伴，
学习其先进的理念、设计、产业业
态、营业模式、资金筹措方式等；
要坚持“先策划后设计”，加强商
业策划、形态设计，培育引进专业
团队，注重产业集成，避免同质化
开发，营造新经济场景和消费业
态，实现与周边绿道、公服设施、
公交接驳、商业匹配等功能衔接。

未来，成都将通过TOD综合
开发，塑造出有显示度的城市新
地标。范锐平提出，要推动由注重
片区的功能定位向注重片区的
形态设计、由单体项目内部平衡
向片区综合平衡的“两个转变”。
要强化TOD新形态设计，注重
公共功能设计，使之成为集聚人
气、商机勃勃的生活消费场景。
要与解决片区历史遗留问题有
机结合，通过科学规划提升片区
整体形态。

范锐平指出，对成都来说，
TOD综合开发是新生事物，要在
实践中不断加强理论创新。要组
建专家委员会对每个项目进行逐
一论证，聘请专业团队进行战略
研究，尽快完善政策引导和规划
导则，鼓励新技术、新模式、新设
计应用，充分彰显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理念，构筑起美丽宜居公园
城市大美形态。

罗强说，TOD综合开发是提
升城市价值和市民生活品质必然
选择，也是建设公园城市重要抓
手。要将其纳入城市地下空间整
体规划，深化地质条件研究，建立
地理信息系统，实现安全可靠、科
学合理开发；要抓好试点，既注重
学习借鉴超越，又注重绿色低碳
环保，串联各种交通系统实现方
便快捷空间转换；要注重将TOD
综合开发与SOD模式（通过社会
服务设施建设引导开发模式）相
结合，大力打造15分钟社区生活
服务圈；要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
合理确定建设时序，积极探索差
异化各具特色的开发模式。

市领导苟正礼、刘守成、杨林
兴参加会议。

范锐平在TOD综合开发工作专题会上
强调解放思想凝聚共识

提升生活城市品质 巩固消费中心地位
以TOD综合开发助推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建设

罗强出席

成都商报记者从四川省投资
促进局获悉，第十七届西博会将
于9月20日至24日在成都举行，四
川将推出投资合作项目2952个，
投资总额4.3万亿元。

据悉，第十七届西博会期间
将举行第十届中国西部投资说明
会暨经济合作项目签约仪式等系
列投资促进活动，包括：第十届中
国西部投资说明会暨经济合作项
目签约、2018中国（四川）非公有
制经济发展论坛、新加坡-四川贸
易与投资委员会第19次年会、
2018四川-意大利产业合作与投
资、四川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投资
推介会、第五届中国（成都）国际
通用航空发展高峰论坛暨四川省
通航推介会、西部省（区、市）投资
促进活动、四川省各市（州）投资
促进活动等。

为展示四川开放机遇，推动
合作具体化，在今年中外知名企
业四川行活动推出的投资合作项
目基础上，四川更新推出投资合
作项目2952个，投资总额4.3万亿
元。其中，农业项目322个，投资额

1684.31亿元；工业项目1194个，
投资额17472.83亿元；服务业项
目1256个，投资额20969.82亿元；
基础设施类项目180个，投资额
2999.95亿元。

特别是围绕省委十一届三次
全会确定的“5+1”现代产业体
系，各市（州）结合实际，推出投资
项目902个、投资总额1.35万亿
元。其中，电子信息产业项目133
个，投资额2767.46亿元；装备制
造 产 业 项 目 308 个 ，投 资 额
6777.38亿元；食品饮料产业项目
184个，投资额908.41亿元；先进
材 料 产 业 项 目 131 个 ，投 资 额
1160.88亿元；能源化工产业项目
146个，投资额1880.13亿元。

截至9月10日，四川省投资促
进局已确认参加第十届中国西部
投资说明会和相关投资促进活动
的企业和机构有300余家、700余
人，其中“3个500强”（世界500强、
中国500强、成都500强）企业80余
家，境外代表团68人。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相关报道见02版

优雅紫来了优雅紫来了

满满“黑科技”

六世同堂 祝寿宴摆了24桌

凌晨4点，云华社区静园农家私房
菜已灯火通明。案板上，鸡鸭鱼码放整
齐，40斤大米、50斤食用油、60斤西瓜
……足够24桌人敞开吃。今年的寿宴，
在朱郑氏小儿子的大儿媳妇唐素华家
举办，“还好家里在办农家乐，亲戚全来
也没问题。”49岁的唐素华对于操办老
人寿宴已得心应手。

宴会开始前，老人的儿女都聚拢到
面前。二儿子朱维成87岁，小儿子朱维
杨也已81岁，“如果大哥还在，应该有90
岁了。”朱维杨满头白发，看着母亲精神
抖擞，连声说道，“还是要向妈妈学习”。

儿孙绕膝、济济一堂。如今，这个家
族已是六世同堂。朱郑氏坐在椅子上，挨
个点着儿孙辈，一些年轻人分不清辈分，
老人还会耐心告诉他们该怎么称呼。

耳聪目明 访客纷纷请教“秘诀”

朱郑氏戴了一顶红色绒线帽，穿着
红色外套，早早坐到了院子里，和两个
女儿拉着家常，说到兴起，哈哈大笑，伸
手捂住嘴巴。见到有陌生人前来问好，
老人挥手点头，招呼来客坐下喝口茶。

从去年开始，就不断有人从四面
八方赶来寻找“长寿秘诀”。老人孙女

朱芳琼笑着说，“老人平时都是大家吃
啥她吃啥，实在说不出什么秘诀。”

朱郑氏老人对“秘诀”这个词都有
些似懂非懂，解释了半天，她站起身
子，摇着头，“有个啥子秘诀哦！”身边
的人赶紧上前扶她，老人一手拄着拐，
另一只手轻轻拍着身边人，“我自己能
走”。唐素华站在旁边，一脸淡定，“没
问题，平时走路去吃饭，五分钟的路程
都自己走。”

长寿关键 心态良好遇事不急

朱郑氏腿脚灵活，跟着年轻人一
起去黄龙溪，爬坡上坎，坐船游玩一天
也不累。老人也总是闲不住，孙儿家经
营着一家渔庄，她也要帮忙择菜、打扫
院坝。中午午睡一会儿，晚上如果有人
摆龙门阵，10点才会睡，到了早上6点，
准时起床。

“老人家爱干净，每晚都是自己打一
盆水擦身体。”唐素华说，老人平时吃饭

也是简简单单，喜欢吃包子和蔬菜。在生
日宴上，老人自己夹菜，藕块也嚼得动。

其实，问起老人为何长寿，家里人
都是一头雾水，最后只能说，“心态好”。

“她从来不说家人的不是，还会调和大
家的关系。”朱芳琼说，老人总是提醒他
们，不要和年轻人置气，“她说，一代人
有一代人的想法，发脾气也没用”。

成都百岁老人中朱郑氏最年长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老
龄办了解到，截至2017年12月31日，成
都市百岁以上老人共有1008人，其中
110岁以上的老人共3人，分别在金牛
区、都江堰市、双流区。双流区的朱郑
氏是三个人中最年长的，其余两人分
别在1904年、1906年出生。简阳市、高
新区、金牛区拥有百岁老人最多，其中
简阳市共有85人、高新区共有79人、金
牛区共有71人。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实习生 廖静

““良好心态才是长寿关键良好心态才是长寿关键””

地铁5号线车辆正式亮相
预计2019年开通试运营

●超大动态地图
动态地图采用43寸LCD

显示屏，为国内首创最大尺寸
动态地图显示屏

●减噪功能提升
车体型腔增加吸音材料，

能有效降低噪音

●空调新风提升
空调新风量大幅提升，人

均新风量由10立方米/时提升
至12立方米/时

●风道全新材料
空调风道采用铝覆板材质，

重量仅为原铝合金材料的1/3

●“上电池”也能跑
具备蓄电池牵引，可在库

内无接触网条件下通过蓄电池
保证运行

昨日，成都地铁5号线
车辆在成都中车长客轨道车
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成都
中车长客”）厂内启动异地调
试工作，并正式对外亮相。

5号线将是成都首条采
用A型8辆编组车辆的地铁
线路。相比目前成都其他线
路的地铁列车，5号线车辆
更宽、更长，可以搭乘更多的
乘客。

5号线一二期工程是连
接南北端的重要线路，北起新
都区香城大道，南至天府新区
回龙路，线路全长约49公里，
预计2019年开通试运营。

明年拟通
全长49公里，共设41座站

昨日，5号线车辆在成都中车长客
厂内启动异地调试工作。张自鹏介绍
说，车辆异地调试就是在线路没修好
时，模拟正式运行的环境，提前对车辆
进行调试。下一步，成都地铁还将陆续
开展5号线车辆静、动态调试与多系统
接口调试工作。

成都地铁5号线一二期工程是连
接南北端的重要线路，北起新都区香
城大道，南至天府新区回龙路，线路全
长约49公里，共设车站41座，预计2019
年开通试运营。

5号线一二期开通后，作为成都地
铁同步开通最长的线路，将在一定程
度缓解南北交通拥堵情况及1号线通
勤压力，同时增强天府新区、新都区的
经济发展动力，为加密轨道交通线网、
打造绿色交通体系、缓解中心城区交
通压力起到重要作用。
成都商报记者 林聪 摄影记者 张直

紫色主体
外观是四川脸谱的形象

成都商报记者在现场看到，5号
线列车外观及内饰主体颜色均为紫
色。成都地铁运营公司新线部副部
长张自鹏表示，列车外观及内饰设
计通过对巴蜀文物元素进行提炼，
采用四川传统脸谱形象，展现成都
古典和现代的融合之美。

列车诸多“黑科技”也将大大提
升乘坐体验感。视觉方面，列车动态
地图采用43寸LCD显示屏，为国内首
创最大尺寸动态地图显示屏；听觉方
面，列车车体型腔增加吸音材料，能
有效降低噪音；嗅觉方面，列车空调
人均新风量由10立方米/时提升至12
立方米/时。另外，列车空调风道采用
铝覆板材质，重量仅为原铝合金材料
的1/3，具有环保、节能、高效、安全等
优点。列车具备蓄电池牵引，可在库
内无接触网条件下通过蓄电池保证
运行，有效提高检修效率。

更宽更长
最大载客量可达3456人
相比1、2、3、4号线使用的B型

车，5号线采用的A型车宽了0.2米，
宽度达到了3米。”成都中车长客装
配车间副主任胡玖林介绍说，同样
使用A型车的7、10号线地铁采用6
辆车一个编组，而5号线将采用8辆
车一个编组。这意味着5号线列车不
仅更宽而且更长，可以搭乘更多的
乘客。

据了解，5号线车辆采用A型8
辆编组车辆，是成都目前载客量最
大的地铁列车。列车全长185米，宽3
米，采用铝合金车体，全车定员2480
人，最大载客量可达3456人，载客量
较1号线、7号线分别提高69%、33%，
最高运行速度80km/h。

按计划，5号线一二期车辆配车
总数将达62列，列车主要大部件均
由成都本地生产，进一步推进落实
成都轨道交通装备本地化生产。

成都最强“00后”
118岁啦

临近中午，一架波音737飞
离成都双流国际机场。住在机场
二跑道附近的朱郑氏老人每天
看着无数架飞机从后院上空划
过，她的年龄，比人类第一架飞
机还要年长。1900年，朱郑氏在
成都降生。直到3年后，大洋彼岸
的美国，莱特兄弟才驾驶“飞行
者1号”试飞成功。昨日，朱郑氏
迎来了118岁生日。在成都市登
记在册的百岁老人中，朱郑氏继
续蝉联最年长老人，大家亲切地
称呼她为“最强‘00后’”。

朱郑氏老人与家人拍摄六世同堂全家福 摄影记者 王勤

朱郑氏老人开心地切生日蛋糕

据新华社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11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俄罗
斯总统普京共同出席中俄地方领
导人对话会。

两国元首在听取双方代表汇
报本次对话会情况和中俄地方合
作情况后，分别致辞。

习近平指出，中俄互为最大
邻国和最重要的全面战略协作伙
伴，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双方加强
合作，深化利益交融，有利于携手
化解外部风险和挑战，促进共同
发展振兴。地方合作在中俄关系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国家合作要

依托地方、落脚地方、造福地方。
地方合作越密切，两国互利合作
基础就越牢固。在新的时代背景
下，中俄地方合作面临着新形势、
新任务、新要求，同时也迎来了新
的历史性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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