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广告许可证 5101034000118 邮编 610017 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段159号 今日零售价每份1元 广告热线 86510016 发行投递服务热线 87677175 商报服务热线 86613333 商报职业道德监督电话 86753210 总编电子邮箱 cdsbzongbian@163.com
邮发代号 61-604 编委办86510190 要闻部86510224 城市新闻部86753511 经济新闻部86789546 文体新闻部86616764 新闻中心86789342 广告部86787449 今日12版

今日市区 小雨 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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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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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77期 总编辑 李少军 值班编委 尹向东

2018年12月4日 星期二
农历戊戌年十月廿七

此次开工仪式的主会场所
在地开工建设的项目为天府大
道北延线项目。天府大道北延线
贯穿成都北部至德阳市，起于成
都北二环路，止于德阳青衣江
路，全长约58.5公里，其中成都
段29公里、德阳段29.5公里；串
联“四区一市”，即成都市金牛
区、成华区、新都区，以及德阳市
旌阳区、广汉市。项目的定位即
为成德同城化发展的核心功能
轴。本次开工建设的新线段是构
建天府大道北延线贯通的关键
段，全长5.3公里，工程投资11亿
元，计划于2020年度完工。

据了解，为落实省委“一干
多支”发展战略，发挥成都“主
干”引领辐射带动作用，以及“推
进成德眉资同城化”的要求，成
德两市共同研究，按照统一规
划、统一标准、分段实施、同步建
设的思路，规划建设天府大道北

延线，带动成德同城化协同发
展。

项目按照城市快速道路标
准设计，主要路口全部立交化。
采用与天府大道一致的主道加
辅道断面。道路红线按80米控
制，两侧绿带15~20米，道路设计
车道数14条，其中主道8条，辅道
6条。近期，辅道开行常规公交，
结合过街通道建设预留快速公
交和其他大运量交通方式，非机
车道和人行道则布置于路侧绿
带内。

据介绍，项目共分两阶段实
施。其中，第一阶段为连道和提
升，开工建设新线5.3公里，实施
节点改造提升全线功能形象，计
划于2021年完工;第二阶段，结
合火车北站扩能改造，打通二环
路至三环路北部通道，计划于
2023年完工。工程投资估算130
多亿元。

“百里中轴”串起成都德阳

天府大道北延线项目动工了
昨日上午，四川省2018年第四季度重大项目暨污染防治

“三大战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在成都市新都区举行。本次
集中开工，共组织重大项目1560个，总投资近6900亿元，其中污
染防治“三大战役”重大项目341个，总投资758亿元。

此次开工仪式的主会场所在地开工建设的项目为天府大道
北延线项目。天府大道北延线贯穿成都北部至德阳市，起于成都
北二环路，止于德阳青衣江路，全长约58.5公里，推动成都平原
经济区一体化建设提速。

项目正式开工，这条连接成
都及德阳的“城市中轴线”正加
速成型，进而推动成都平原经济
区一体化建设提速。四川省发展
和改革委员会主任范波接受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采访时
表示，从这次的项目来讲，像围
绕“一干多支”的战略实施，推动
区域协同发展，围绕开放大通道
的建设，围绕补齐民生和社会事
业的短板，特别是包括生态环保
建设的短板实施了一批集中开
工的重大项目。

范波特别提到，此次开工项
目重点区域的支撑作用比较明
显，成都作为“一干”发挥了很重
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次有140
个项目，开工投资达到了1123个
亿。“特别是一批事关区域协同发
展的重点项目，包括主会场的天
府大道北延线项目，尽管投资不
大，但整体项目非常重要，对推动
成德同城化意义重大。”

本次开工建设的新线段位
于成都市新都区，前三季度新都
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8.8%；1~
10月，固定资产投资完成347亿
元，民间投资占比68.6%，其中工

业 投 资 完 成 117 亿 元 ，增 长
36.6%。同时，今年新都区实施重
点项目246个，总投资1126亿元，
1~10月完成投资165亿元。

此次集中开工的重大项目
还有个非常亮眼的特点，就是民
间投资占比比较高。“省委省政
府高度重视市营商环境，特别是
召开了全省民营投资的大会，这
些对我们吸引资本企业技术和
人才会发挥重要作用，这次项目
总个数占比达到了44.6%，总投
资超过了58.6%。”范波表示，这
一点得益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
视营商环境，特别是召开了全省
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之后，四
川的潜力和活力进一步释放，对
资本企业技术人才的吸引力进
一步增强，也为民营经济的发展
创造良好条件。

“下一步我们将按照省委省
政府部署，会同各个部门为重点
项目提供保障和服务技能，为民
间投资、为民营资本，为民营经
济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服务，为全
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
撑。”范波介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董馨

串联“四区一市”
项目共分两阶段实施

推动成都平原经济区
一体化建设提速

天府大道北延线效果图

习近平同阿根廷总统马克里举行会谈
据新华社电 当地时间12月2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阿根廷总
统马克里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
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以更加
广阔视野谋划两国关系发展蓝
图，携手开创中阿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新时代。
习近平指出，2年多来，我同总

统先生5次会晤，创造了中阿关系
史上的新纪录。中阿合作的广度和
深度前所未有。当前，国际形势复
杂多变。面对新形势、新挑战，双方

要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合作共
赢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来规划
双边关系，做深做实各领域合作，
开创中阿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时
代，为两国和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作出新贡献。 紧转03版

成都公交今日开行高峰通勤
快线G2路（琉璃路二环路口站-
地铁天府五街站），月底还将开行
G3路（二环科华路口-会龙大道）
和G13路（方元路北站-二环交大
路口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
成都市公交集团获悉，今年将一共
开行12条高峰通勤快线，推出“快
速通勤网络体系”。该体系所有快
线均可在二环便捷换乘快速公交，
与二环路快速公交形成“环+放射”

通勤网络，主要解决早晚高峰三环
外远距离、大客流出行需求。

据介绍，这些G字头代码的
线路，主要解决高峰通勤出行问
题，均在工作日高峰时段运行；发
车间隔早高峰为6分钟/班，晚高
峰为8分钟/班，沿途站牌公布发
车频率；票价则和普通公交一致，
即普通车1元、高档车2元，刷卡
（电子钱包、次数）有效，刷次卡同
样享受2小时免费换乘三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G1 空港基地-红牌楼东
站 接驳快速公交红牌楼东站

●G2 琉璃路二环路口
站-地铁天府五街站 接驳快
速公交东湖公园站

●G3 二环科华路口-会
龙大道 接驳快速公交二环科
华路口站、地铁三瓦窑站

●G4 上东阳光-双桥子
北站 接驳快速公交双桥子北
站、地铁双桥路站

●G5 华裕路成美路口
站-二环建设南路口 接驳快
速公交二环建设南路口站、地
铁理工大学站

●G6 二台子-二环桃蹊
路口 接驳快速公交二环桃蹊
路口站、地铁二仙桥站

●G7 太平碑站-火车北
站 接驳火车北站快速公交
站、地铁人民北路站

●G9 中海国际-府南新
区 接驳快速公交府南新区
站、地铁一品天下站

●G10 锦园社区-金房苑
南路二环路口站 接驳快速公
交营门口北站、地铁花照壁站

●G11 大丰公交站-火
车北站 接驳快速公交火车北
站、火车北站地铁站

●G12 安靖镇站-营门
口北站 接驳快速公交营门口
北站、地铁西南交大站

●G13 方元路北站-二环
交大路口站 接驳快速公交二
环交大路口站、地铁九里堤站

12条高峰通勤快线一览

成都今年开行12条G字头公交
形成快速通勤网络体系

银杏金叶妙入画
绘出千年天府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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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758亿
四川341个污染防治“三大战役”

重大项目开工
冬日暖阳下，市民在锦里中路赏银杏 摄影记者 陶轲

制图 李开红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
文）12月3日，市委召开常委会会
议，听取天府奥体城概念性规划
及城市设计方案，听取全市1—10
月固定资产投资情况、规上工业
增长情况和今年新签约引进重大
项目推进情况汇报，安排部署12
月重点工作。省委常委、市委书记
范锐平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规划建设天府奥
体城是“百年大计”，是事关城市
长远发展的功能性重大工程，是

“东进”战略的牵引性重大工程。
要清晰全面准确地认识其重大战
略意义，坚持以“长远眼光、国际
标准、赛训结合、服务市民、拉动
开发”的理念，努力建成引领东部
新城发展的战略引擎、“健康成
都”的体育中心和承办国际赛事
的“运动公园”。

会议强调，要做好总体谋划
和长远规划，把天府奥体城建设
成为流传百世的精品工程。要充
分体现公园城市特点，彰显“山水
林田城”高度和谐统一，满足赛
事、训练、健身、国际交流等多功
能复合要求；要深入研究奥运经
济和体育经济规律，规划设计好
核心区域，逐步实现从具备承办
国际顶级单项赛事、国内综合赛
事到承办亚运会、奥运会等大型
国际综合赛事的能力跃升；要充
分考虑对周边地区开发带动作
用，努力实现国际化公共服务功
能共享；要同步研究组织规划、投
资、建设、运营、管理的运行机制，
科学确立建设时序、投资模式、运
营管理模式等。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
下坚定贯彻以项目为中心组织经
济工作的总体要求，经济运行呈

现平稳发展态势。当前，要进一步
坚定信心，客观理性分析研判当
前形势和未来趋势，千方百计保
持投资稳定增长，确保年度目标
顺利完成，为明年经济平稳运行
打下扎实基础。

会议强调，要加强项目策划
储备力度，围绕66个产业功能区
尽快推出总体规划和建设方案，
围绕“5+5+1”现代产业体系形成
总体规划和专项政策，围绕做强
国家中心城市“五中心一枢纽”支
撑功能加强产业谋划、项目筛选。
要加大项目招引力度，全面推行

“3个三分之一”工作方法，落实
“两图一表”走出去招大引强，把
以项目为中心组织经济工作的理
念落实到实际工作中。要加大项
目促建力度，对全市100亿元以
上、30亿元以上重大项目逐一研
究对接，及时解决企业发展中的
困难问题。要主动作为，通过做强
产业投资基金、组织好专项债发
行、合规合法拓宽举债融资渠道
等，进一步加大资金筹措力度。要
对标国际标准，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要加大保目标、保质量力
度，主动为基层、为企业服好务。

会议强调，时值岁末，全市上
下要鼓足干劲、集中精力、突出重
点，确保今年各项目标全面高质
量完成，确保明年工作实现高质
量开局，确保社会稳定有序。要持
续深化现场办公会实效，市级部
门要主动作为，各区（市）县要凝
心聚力，善于借势借力，提振精气
神，传导压力、抓好落实，推动突
出矛盾和问题解决，促进发展；要
切实抓好冬季民生保障、安全生
产、风险防控等工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市委召开常委会会议
听取天府奥体城概念性规划及城市设计方案

研究部署当前经济工作

四川日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张守
帅 胡彦殊）12月3日上午，四川省2018
年第四季度重大项目暨污染防治“三
大战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仪式举行。
省委书记彭清华出席仪式并宣布开
工。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讲话。

开工仪式前，彭清华、尹力听取了
省、市有关方面负责人关于全省和成
都市第四季度重大项目、全省集中开
工的污染防治“三大战役”重大项目、
天府大道北延线项目等规划建设情况
汇报。

省委常委、副省长王宁主持开工
仪式，并介绍此次集中开工重大项目
情况。副省长杨洪波在分会场通过视
频连线介绍全省污染防治“三大战役”

重大项目集中开工情况；省委常委、成
都市委书记范锐平介绍成都市集中开
工项目情况；德阳市、遂宁市、南充市、
宜宾市主要负责同志通过视频连线报
告本地区集中开工项目有关情况。

尹力在开工仪式上讲话。他强
调，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坚持问
题导向、发展导向和目标导向，补齐
发展短板，扩大有效投资，以高水平
的重大项目建设助推全省高质量发
展。要突出基础设施抓投资，不断夯
实经济强省建设基础；要突出产业发
展抓投资，加快构建“5+1”现代产业
体系；要突出民生社会抓投资，切实
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要突出绿色
发展抓投资，深入实施污染防治重点

工程项目，加快建设美丽四川。省级
部门和市（州）要切实增强紧迫感责
任感，加强项目统筹协调，做好土地、
资金、环境容量以及煤电油运气等服
务保障，加强工程质量、安全生产等
监督检查，各项目建设单位要倒排工
期、挂图作战，力争项目早日按要求
建成并发挥效益。

上午10时30分许，彭清华宣布：全
省2018年第四季度重大项目暨污染防
治“三大战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现
场响起热烈掌声，各种工程车辆、机械
设备喇叭齐鸣，标志着我省2018年第
四季度重大项目暨污染防治“三大战
役”重大项目启动建设。

本次开工仪式主会场设在位于成

都市新都区的天府大道北延线项目建
设现场。除甘孜州、凉山州外，其他18
个市（州）设分会场，同步举行开工仪
式。当日集中开工的重大项目共1560
个，主要涉及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特色
产业发展、民生及社会事业、生态环境
保护等领域。这些项目的开工，将进一
步激发民间投资活力、扩大有效投资、
优化投资结构、改善生态环境，为推动
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长江上游
生态屏障提供有力支撑。

省委常委、秘书长王铭晖，成都市
市长罗强，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在主
会场参加开工仪式，同步举行集中开
工仪式的各市（州）主要负责同志在分
会场参加开工仪式。

我省2018年第四季度重大项目暨
污染防治“三大战役”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彭清华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开工 尹力讲话
范锐平王宁王铭晖杨洪波罗强分别参加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