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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年旅
客吞吐量突破5000万人次，成为我国内
地继北京首都机场、上海浦东机场、广
州白云机场之后第四个迈上5000万台
阶的机场，这标志着双流机场正式跻身
全球“5000万级机场俱乐部”，成都“航
空第四极”地位更加凸显。

已开通国际（地区）航线112条

据四川机场集团介绍，双流国际
机场年均旅客吞吐量以“平均每三年
一千万”的速度快速发展：2004年10月
旅客吞吐量突破1000万人次，2009年
11月突破2000万人次，2012年12月突
破3000万人次，2015年12月突破4000
万人次，2018年12月实现了5000万人
次的突破。

今年以来,双流国际机场已新开成
都至洛杉矶、亚的斯亚贝巴、奥克兰、纽
约、开罗、圣彼得堡、塞舌尔、苏黎世、芝
加哥、哥本哈根等地的洲际远程航线以
及至兰卡威、伊尔库兹克、万象等地的
亚洲短程航线。

据四川机场集团数据显示，截至目
前，双流国际机场已开通航线333条，其
中国际（地区）航线112条，航线网络基
本覆盖全球五大洲，国际（地区）航线数
量在中西部地区位居第一。

成都航空口岸自1984年开埠，出入
境客流量仅有2万人次，到2010年出入
境客流量首次突破100万人次。随后，出
入境旅客流量在2013年、2014年、2015
年、2017年分别突破200万人次、300万
人次、400万人次、500万人次大关。

成都正高水平建设国际门户枢纽

成都正敞开大门，高水平建设国际
门户枢纽，打造内陆开放经济高地。

当前的双流国际机场，正不断完善
通达欧、美、非、亚、大洋洲的航线网络。
2018年内至2019年初还将力争新开成
都至伊斯坦布尔、仰光、斯里巴加湾、芭
提雅等地的国际航线，并将探索利用第
五航权开通经成都的客货运航线，进一
步提升成都通达全球水平。同时，成都
天府国际机场已全面开建，2020年投用
后成都将成为中国内陆第三个“一市两
场”的城市。

此前，市口岸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以“一市两场”为载体，全面构建覆盖全
球的国际航空干线网络，加快布局“48+
14+30”的国际航空客货运战略大通道，
打造通达全球的精品客运航线和优势
货运航线。到2022年，国际及地区客货
运航线总数达120条以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费成鸿

年旅客吞吐量突破5000万人次

双流国际机场跻身
全球“5000万级机场俱乐部”
“航空第四极”地位更加凸显 助力成都高水平建设国际门户枢纽

深交所副总经理李辉表
示，深交所西部基地将提供包
括优质上市资源对接、资本
市场融资、并购重组、再融
资、场外市场以及私募市场
等资本市场一揽子综合服
务，努力实现四川省以及西
部地区的全区域覆盖、全产
业对接、全周期服务、全产品
支持，不断健全支持实体经
济发展的服务链条。

启动仪式上，四川省金融
局、成都市金融局、成都高新
区管委会、深交所、天府（四
川）联合股权交易中心五方签
署《关于共建“西部基地”的战
略合作备忘录》。

合作备忘录规定，深交所

西部基地将重点发挥综合性
服务平台作用，从企业规范运
作、改制上市、投融资对接、上
市辅导和互动交流等多个维
度，全面推进以四川省为代表
的西部地区优质企业与资本
市场对接；发挥资本市场各类
产品融资的服务中心作用，特
别是作为企业债、公司债、地
方政府债、资产证券化、PPP
项目资产证券化等固定收益
类产品咨询、培育与服务的平
台作用；通过西部基地的建
设，促进企业聚集、政策聚集、
资金聚集、人才聚集和产品聚
集，充分发挥资本市场对西部
地区经济发展和经济转型升
级的服务功能。

深交所西部基地
在成都启动运营

全面推进西部地区优质企业与资本市场对接

都都成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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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的 生活中的 价值观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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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 美 善

捡到近万元,打工小伙雨夜寻失主 失主很意外:哪有你这么“傻”的人

只因我也曾得到
很多“傻人”帮助打工小伙：

冬夜虽冷，
但打工小伙李直
航的温暖行为却
让失主失望的心
得到了安慰。8日
晚，在龙泉驿区
打工的李直航下
班途中捡到了一
个装有9000多元
现金的钱包，在
原 地 等 待 一 阵
后，他将钱包交
给了警方，最终
找到了失主彭敏
（化名）。

当被彭敏评
价人太“傻”
时 ，李 直 航

说 ，自 己
也得到过
很 多“ 傻
人 ”的 帮
助 ，而 正
是 这 些
人 ，让 这
座城市充
满温暖。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逯望一
实习生 陈红

今年23岁的李直航是内江人，来
成都龙泉打工一年左右。尽管工资不
高，但意外捡到9000多元，并没有让李
直航迷失。“不管捡到多少钱，我都会
还的，我只会做我认为对的事。”他说。

在交谈中，李直航坦言，从老家
来成都后，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他

记得有次坐地铁没带零钱，向旁边的
陌生人换，对方很热情地帮助他。“像
我们这种外来打工的人，每天上下班
都一个人，但成都人给我的感觉很温
暖很随和。”他说，当天在被彭敏以兄
弟相称时，让他觉得在陌生的城市里有
了一种归属感。

吴铁告诉记者，通过身份证核实身
份后，随即通知了失主彭敏。经确认，钱
包里物件没丢失，现金一分不少。

彭敏说，8日晚他喝了酒，朋友开车
送他回家，“可能是下车时钱包从裤子
口袋里滑落了，到家我就发现钱包不见
了，朋友在车上找了两遍也没找到。”

彭敏说，钱包里的现金是当天特
地取的，因为天气变冷，打算第二天
给爸妈买几件羽绒服，“钱包丢了后，
我本来没抱什么希望了，毕竟有那么

多现金。结果没想到，小李捡到后竟
然归还我了。”

李直航回忆，在和彭敏聊天时，
对方说哪有你这么“傻”的人哦，晚上
捡到钱又没人看到，还要主动还回
来，“我理解他的意思，他很感谢我，
可能是没有想到我会还钱。”

一句玩笑话，却道出了彭敏的心
声，当晚，他执意要送小李回家，两人
还互留了联系方式。彭敏说：“有你这
么‘傻’的人，社会才会变得美好。”

8日晚上9点过，龙泉驿分局巡警吴
铁接到一起报警电话，到了现场，一位小
伙站在寒风中，将一个钱包递了过来，

“刚才捡到一个钱包，里面有很多现金。”
捡到钱包的小伙叫李直航，当晚

下班后，在经过龙泉驿区建材路和公
园路的红绿灯十字路口时，捡到了这
个钱包。李直航告诉记者，当时下着

毛毛雨，气温很低，周围也没有来往
的行人，“我在原地等了快20分钟没
等到人，就先回家换件衣服。”

换好衣服后，李直航打开钱包，
发现里面竟然有9000多元现金，还有
银行卡和身份证，身份证上有地址，
也是龙泉驿区的。“我想这么多现金
丢了失主肯定很着急，就报警了。”

小伙寻失主：这么多现金丢了，对方肯定着急

失主很意外：有你这么“傻”的人，社会才更美好

“我也得到过很多帮助，成都人很温暖”

制图 李开红

■成都平原经济区8市媒体（集团）签署“成都平原经济区协
同发展媒体合作框架协议”，建立媒体融合发展合作平台、新闻
信息共享平台、城市传播合作平台、监测评价合作平台、人才交
流培养平台等“五大平台”合作机制。

■8市媒体负责人表示，区域媒体将牢牢把握省委“一干多
支”发展战略重大机遇，按照省委关于强化成都“主干”引领辐射
带动作用，高水平打造区域发展共同体的要求，用好成都的平台
资源，实现8市媒体深度合作、持续发展。

贯彻省委“一干多支”发展战略 舆论主阵地如何区域协同？

成都平原经济区8市媒体
携手建立“五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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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党史
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谈

“一带一路”》一书，已由中央文献
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以2013年9月
7日习近平同志在哈萨克斯坦纳
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的一部分

《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为开卷篇，以2018年7月10日习
近平同志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八
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讲话的
一部分《加强战略和行动对接，
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收
卷篇，收入习近平同志论述“一

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文稿42篇，
约13万字。

共建“一带一路”正在成为我
国参与全球开放合作、改善全球
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发
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中国方案。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出版发行

打工小伙捡到近万元现金 龙泉驿区警方供图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11 日，省委常委、市委
书记范锐平实地调研“熊猫之
都”项目，听取总体策划及概
念性规划情况等。他强调，要
坚定贯彻新发展理念，深入挖
掘“国宝”大熊猫内涵价值，坚
持国际视野、长远眼光，高标
准高质量推进项目规划建设，
为大熊猫创造良好的繁育生
活环境，为国内外游客提供美
的享受和乐的体验，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生，助力成都加快
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熊猫之都”项目涉及都
江堰、成华区、龙泉山三个片
区。当日，范锐平一行来到成
华区北湖生态公园、成都大熊
猫繁育研究基地，实地了解察
看项目情况。随后，他主持召
开专题会听取项目推进情况
汇报，与会人员围绕几家设计
团队的规划方案展开了深入
交流讨论。

听取大家发言后，范锐平
指出，“国宝”大熊猫，是深受
人民喜爱的“精灵”，是国际交
往的“使者”，是成都走向世界
的“名片”。规划建设“熊猫之
都”，要进一步深化研究，谋定
而后动，确保项目不负“国宝”
之名、游客喜爱，成为美丽宜
居公园城市的生动表达。

范锐平强调，要深入研究
“熊猫元素”。建设“熊猫之都”
首先要深化对熊猫的系统研
究，深入了解大熊猫独特的生
活属性、内涵价值等，客观分
析不同群体关注喜爱的原因，
为项目规划设计、旅游产品开
发等提供更多创意支撑，进一
步提升项目独特性、显示度。

范锐平强调，要深入研究

功能定位。要根据项目3个片
区不同的山形地势、城市功能
以及建设模式对周边区域可
能产生的影响，进一步提升片
区间的差异性，特别是深入研
究其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关
系、与城市功能分区的联系、
给市民游客带来的价值以及
能营造出的生活、消费、旅游
场景等。比如，要深入思考都
江堰片区如何体现大熊猫与
山水共生的关系，进一步丰富
原有旅游产品供给；龙泉山片
区如何成为“东进”战略项目

“引爆点”，吸引更多的人前
往；成华区片区如何解决熊猫
基地“假期拥堵”等问题，并带
动其他区域发展等。

范锐平强调，要深入研究
商业模式。熊猫是自带流量的

“网红”，建设“熊猫之都”关键
要提升游客体验感受、实现价
值转换。要科学规划布局大熊
猫核心保育区与产品延伸区，
引进世界上最前沿的消费业
态，坚持商业化逻辑构建大量
应用场景，推动景区流量转化
为实际消费，特别是体验消
费、文创消费等。

范锐平强调，要深入研究
投资建设模式。要坚持统一策
划、统一品牌、分区设计、独立
运营，分类推进科研保育与商
业投资，优化景区与片区、景
区与景区间的交通线路连接，
坚持“片区开发”的理念推进
景区建设，合理安排好环境营
造和节点招商时序，以更加开
放的姿态，吸引更多社会力量
参与，共同打造出“国宝级”的
旅游项目。

市领导刘守成、左正、刘
玉泉参加活动。

范锐平调研“熊猫之都”规划建设工作时强调

深入挖掘大熊猫内涵价值
助力成都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昨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西部基地在成都高新区
正式启动运营。该基地由深交所、四川省地方金融监
督管理局、成都市金融工作局、成都高新区、天府（四
川）联合股权交易中心股份有限公司五方战略共建，
深交所及成都高新区具体承建。项目位于成都高新
区双创核心载体菁蓉汇3号楼。根据协议，深交所西
部基地将打造为西部企业通向深交所的一站式服务
平台，全面推进以四川省为代表的西部地区优质企
业与资本市场对接。

成都市金融工作局局长
助理付剑锋表示，截至目前，
成都全市境内外上市企业共
计94家（A股75家），涵盖智能
经济、数字经济、创意经济、
绿色经济等六大新经济形
态，1~10月新增上市企业10
家（A股6家、港股3家、美国纳
斯达克1家）。截至2018年10
月 底 ，成 都 实 现 直 接 融 资
1369.1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54%。其中，在沪深交易所
首发融资93.97亿元，是去年
同期的10倍。现有新三板挂

牌企业230家，累计融资23.11
亿元，融资额位居全国城市
第三、中西部城市第一。

付剑锋表示，此次深交所
西部基地落地成都，为成都乃
至整个西部地区的企业搭建
了一个快速发展，大步迈向资
本市场的平台。各方将共同推
进成都企业借助资本市场快
速发展，共同助力成都国家西
部金融中心建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吴丹若

提供资本市场一揽子综合服务

助力成都西部金融中心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