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中国铁路总
公司与四川省人民政
府联合批复《成都市域
铁路公交化运营改造
工程项目建议书》，同
意对成都市既有铁路
进行公交化改造。

“高频发车、优
质服务”，铁路公交
化运营将进一步强
化成都平原城际间
快捷轨道交通联系，
加速促进区域内资
源优化配置，显著增
强区域综合承载能
力，持续提升区域经
济发展动能。

今年7月，在解读
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
精神新闻发布会上，成
都平原城市群的铁路
公交化运行被解读为
四川“一干多支、五区
协同，四项拓展、全域
开放”的重大支撑。

除了着力推进城
际铁路公交化运营，
铁路布局网络化改
造有序实施、公路线
网日益完善、公交一
体化实现突破，四通
八达、高效快捷的交
通体系必将有效助
推成都平原经济区
同城化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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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1月27日至28日，中央扶
贫工作会议发出号召，举全党全国全
社会之力，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
保到2020年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
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会议结束当晚，恒大集团董事局
主席许家印就连夜召开高层会议部
署参与精准扶贫工作，并专门成立了
集团扶贫办公室。自2015年12月1日
起，恒大开始结对帮扶毕节市，无偿
捐赠110亿元，派出2108人的扶贫团
队帮扶大方县脱贫。

是年隆冬，第一批287名扶贫队

员从恒大集团各分公司不远千里挺
进乌蒙山。他们和当地的扶贫干部、
员工一起，跋山涉水、挨家挨户走访
贫困户，用一双双“铁脚板”丈量着乌
蒙山每一寸土地，耐心地与深居大山
的贫困老百姓促膝长谈，叩开一扇扇

“心门”，让贫困户们从“帮我脱贫”变
成“我要脱贫”。

此后，第二批、第三批扶贫队员
也相继集结，他们多是恒大内部的
80后、90后员工，为了18万人的脱贫
梦，自告奋勇地来到了毕节。在位于
大方县奢香古镇的扶贫展馆，一组

大数据记录了他们的足迹：在1096
天里，恒大扶贫团队累计总行程200
多万公里，采集了毕节全部34万多
户、100多万贫困老百姓的详细资
料，并研发出一套可视化、可触式的

“毕节市精准扶贫数据调查收集系
统”，运用坐标、图表等进行全方位、
多维度分析，形成贫困群众致贫原
因分布、劳动能力分布、文化程度分
布、发展意愿分布等几十个子数据
库，为分阶段推进精准扶贫计划提
供了翔实、全面的一手资料和决策
支持。

20182018年年1212月月11日日，，是是
恒大精准帮扶贵州省毕节恒大精准帮扶贵州省毕节
市三周年市三周年。。再有不到一个再有不到一个
月就是月就是20182018年底年底。。届时届时，，
毕节市大方县毕节市大方县1818万贫困人万贫困人
口口，，将实现全部稳定脱贫将实现全部稳定脱贫。。

三年来三年来，，恒大将帮扶恒大将帮扶
范围从大方县扩展到毕范围从大方县扩展到毕
节全市节全市77县县33区区，，无偿投入无偿投入
共计共计110110亿元扶贫资金亿元扶贫资金，，
派驻共派驻共21082108人的扶贫队人的扶贫队
伍到县伍到县、、乡乡、、村村，，与当地干与当地干
部群众并肩作战部群众并肩作战，，牢牢抓牢牢抓
住产业扶贫住产业扶贫、、移民搬迁扶移民搬迁扶
贫和就业扶贫的贫和就业扶贫的““牛鼻牛鼻
子子”；”；三年来三年来，，恒大已协助恒大已协助
毕 节 各 级 政 府 帮 扶毕 节 各 级 政 府 帮 扶
3030..6767万人初步脱贫万人初步脱贫，，其其
中已助力黔西县于中已助力黔西县于20182018
年年99月成功脱贫摘帽月成功脱贫摘帽。。到到
20202020年底年底，，还要协助毕节还要协助毕节
各级政府帮扶各级政府帮扶7272..4646万万
人稳定脱贫……人稳定脱贫……

无疑无疑，，从投入资金规从投入资金规
模模、、人力人力，，到移民搬迁到移民搬迁、、产产
业引入业引入，，恒大在毕节的模恒大在毕节的模
式式、、成效都是此前企业精成效都是此前企业精
准扶贫里极难找到的准扶贫里极难找到的。。为为
此此，，昨日本报启动了系列昨日本报启动了系列
报道报道《《实地走进毕节实地走进毕节，，解解
码恒大扶贫三周年码恒大扶贫三周年》，》，在在
本期的报道中本期的报道中，，我们将聚我们将聚
焦一个焦一个““特殊特殊””的群体的群体，，试试
着从他们身上的故事着从他们身上的故事，，来来
看恒大是如何兑现上述看恒大是如何兑现上述
扶贫承诺的扶贫承诺的。。

这个这个““特殊特殊””的群体的群体
便是便是21082108位来自原恒大位来自原恒大
集团内部的业务骨干集团内部的业务骨干，，现现
在的扶贫队队员在的扶贫队队员。。

在扶贫队员里，就有不少人来自
恒大四川公司。小杨是其中之一。

2017年5月，小杨的宝宝刚好6个月
大，夜里接到消息说公司有个扶贫贵州
省毕节市的任务。凌晨2点，他叫醒了熟
睡的妻子，兴奋地告诉她，他想去扶贫，
想去帮助毕节的老百姓。妻子爽快地支
持了他，第二天打包行李，第三天就出
发上路。直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年多了，
其间，他只回过两次家，一次是春节，一
次是上个月宝宝2岁生日。

有一件事情让小杨印象深刻。因
为产业扶贫是扶贫中的“牛鼻子”，恒
大便针对各贫困户的实际情况配备了
相应的产业。比如，通过引调基础母
牛、改良当地土牛和引进优质种牛三
大措施，采取“ 合作社 + 贫困户
+ 基地”模式，带动当地老百姓脱贫
致富。在毕节的帮扶中，恒大就引进了
来自澳大利亚的纯种安格斯牛。

引进看似并不难，但把牛从澳大
利亚运到毕节，可并非易事。安格斯牛
先来到天津港后，接下来就得通过陆
运。有一次，小杨和队员一起去天津港
接牛，因担心汽车空间狭窄，牛挤在一
起不舒服，小杨和同事平均1个多小时
就需要将车停下来，把牛赶下来走走，
再上车。从天津到毕节，一次又一次的
下车、上车，体力加脑力的双重考验，
让小杨直接累晕在了车上。但回来后，
看到贫困户因为牛的投入生产获取了

收益分红，他们脸上灿烂的笑容又让
小杨觉得，再累都是值得的！

这样的扶贫故事在队伍里还有很
多。小李是扶贫团队的“老人”，2015年12
月恒大决定帮扶大方县的时候就来了，
这三年见证了毕节翻天覆地的变化。他
看过队员在泥泞的道路上一步一步艰难
地向前，也带着乡亲们参加就业招聘会，
鼓励他们就业脱贫，他说：“不是说我们
在的时候去帮助他们，我们需要做的是
即使我们离开大方了，这里的人也能靠
自己的力量脱贫，这时候我们才能走。”
当问他这三年最大的感触是什么的时
候，他说：“是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伴侣
是一同帮扶的队友，是看见这里真的因
为大家的努力慢慢变好了。”

以上是我们在毕节两天时间里遇
见的一些人，和听到的一些事。如果不
是亲身经历，很难想象这条扶贫路有
多难；如果不是亲身经历，也不会感触
这么深，原来在毕节，还有一群来自各
个城市的80后、90后，在为更多人的美
好生活奋斗着。

而恒大在大方县，在毕节市的扶贫
故事还在继续。恒大扶贫队员都清晰记
得，许家印2017年5月在恒大扶贫干部
队员出征毕节壮行大会上作动员报告
时说：“帮扶毕节一百多万贫困人口实
现脱贫，既是恒大的历史使命，也是每
一个恒大人一生当中的光荣，一辈子的
荣耀！”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谢雯

恒大扶贫队员在毕节书写壮丽青春
奋战 天，行走 多万公里

足迹：2108人，1096天，200多万公里

扶贫队伍中的四川力量

恒大扶贫团队抵达贵州

来到大方的第一个冬天，扶贫队员冒着严寒挨家挨户走访

为推进铁路公交化运营，成都平原经
济区8市（成都、绵阳、德阳、乐山、眉山、
资阳、遂宁、雅安）政府与中国铁路成都局
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合作框架协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都市
交委等相关部门了解到，“一环七射”铁
路公交化项目力争 2022 年全部建设投
运。成都利用既有的成绵乐、成灌（彭）、
成渝等高铁网络，规划了“一环七射”，

“一环”是成都铁路枢纽环线，“七射”是
放射性的干线，共 850 公里，其中成都市
域 560 多公里，可以把成都平原城市群
1+7 联动起来，构建成都至德阳、绵阳、

资阳、眉山 30 分钟交通圈，成都至遂宁、
乐山、雅安 1 小时交通圈，成都市域内
30分钟交通圈。

成都至平原经济区内城市高峰时段
动车平均发车间隔力争控制在20分钟以
内，全天动车平均发车间隔力争控制在
30分钟以内。

目前，成灌（彭）铁路即将率先迎来全
新的公交化动车组。新建铁路联络线将让
成灌、成绵乐和即将开通的成蒲铁路联系
更加紧密。新建的动车运用所将为成都公
交化动车组运行管理、检修维护等提供坚
实的后勤保障。

成眉区域高速公路网络正加快完善，
以提升成眉区域互联互通水平，支撑成眉
同城化发展。提升城际间道路通达能力，
协同推进金简仁等市域快速通道建设。岷
东大道全线已建成通车。

两地将协同推进成乐高速公路扩容
改造工程建设，力争早日建成通车；协同
推进成宜高速公路建设，力争实现同步建
成通车；共同研究优化蒲井高速公路规划
路线方案；共同加快推动眉山绕城东环高
速公路规划研究论证，争取将眉山绕城东
环高速公路南北延线纳入四川省高速公
路网规划。

两地共同推动公共交通服务同城化，
开通连接两地的公交线路，争取成都“天府
通”覆盖天府新区眉山片区。10月20日，天
府新区视高至兴隆湖城市公交正式开通，
成为全省开通的第一条跨市域城市公交
线路。“这是成都和眉山两市深入实施省委

‘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发展战略，率先实现
成眉同城化突破的示范之举。”成都市交委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公交的开通将进
一步拉近成都和眉山的空间距离，促进两
地交流合作，加快实现四川天府新区公共
交通一体化，对于推进成都平原经济区同
城化一体化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开通全省首条跨市城市公交

成都-眉山

为推进成德同城化发展率
先突破，支持成都、德阳交通协
同发展、互联互通，先期拟合作
推进两个重点公路交通项目：天
府大道北延线、德阳经金堂至天
府国际机场快速通道。

德阳经金堂至天府国际机
场快速通道总里程约 93 公里，
由德阳庐山南路延长线、金堂大
道及金简仁快速通道组成。远期
按照不设置红绿灯的快速通道
技术标准统一规划建设。

另据了解，天府大道北延
线估算总投资223.5亿元，德阳
市按照路基宽 80 米和全程无
红绿灯标准建设，成都市同步
推进新都区境内 5.3 公里新建
段建设以及成都境内既有路
段提升改造。随着天府大道北
延线新线段的开工建设，贯穿
成德眉三市、成都平原城市群
期待已久的“百里中轴”正加
速成型，带动成德同城化协同
发展。

两条快速通道
重点推进

成都-德阳

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内江市交
通运输局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推进
成都市建设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和内江
市建设“一带一轴一区”重要交通枢纽。
构建两市交通大通道，进一步加强交通
运输管理，增强两地客货运输保障能力
和服务水平，构建内江至成都高铁、至天
府国际机场高速公路“1小时”交通圈。

双方加强公路运输领域合作，共同
推进成都至宜宾高速公路建设，力争早
日建成通车，形成成都至内江又一高速
公路大通道。加快完善公路通达体系，合
作发展客货运输。加强铁路运输领域合
作，共同推进蓉昆高铁（成都经内江、自
贡至宜宾）建设。

成都市交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协议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战
略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深入实施《成
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和省委多点多极支
撑发展战略，深度对接成都市“东进”发
展战略，发挥内江地处成渝之心的地理
区位优势，推进两市交通运输方式紧密
衔接，为两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交通运
输保障。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新建又一
高速公路大通道

成都-内江

成都市交通运输委员会、资阳
市交通运输局签署了《成资同城化
交通运输发展合作协议》，以天府
国际机场为核心，共同构筑布局合
理、衔接顺畅、共建共享的现代立
体综合交通网络，共同推动成资同
城化交通率先突破，促进两地经济
社会协调快速发展。

双方加快推进成资渝高速公
路建设，确保2020年建成通车；成
资大道在获得永久基本农田占用
批复后，两年内建成通车；共同规
划建设临空大道、蜀都大道东延线
资简段、蜀都大道东延线乐简段、
成渝高速至成宜高速联络线、乐
金、乐简（遂宁至天府机场快速通
道）等6个项目。

交通是同城化发展的“先手
棋”。对于这些高快速路的建设，资
阳当地媒体为之振奋，称其能将成
都、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资阳串联
起来，实现成都天府国际空港新
城、资阳临空经济区产业新城无缝
对接。

城市轴线蜀都大道
向东延伸

成都-资阳

铁路公交化形成“一环七射”

8市共谋

串门的路
四通八达

成都利用既有的成绵乐、成灌（彭）、成渝等高铁网络，规划了“一环七射” 本报资料图片

成都与各兄弟市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