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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
并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据新华社电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 29 日宣布：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
将于6月5日至7日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第二十三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主任习近平5月29日下午
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八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当
前，我国改革发展形势正处于深刻变
化之中，外部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
改革发展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我
们要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问题导向，因
势利导、统筹谋划、精准施策，在防范
化解重大矛盾和突出问题上出实招硬
招，推动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王沪
宁、韩正出席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创新和完
善宏观调控的指导意见》、《关于在山

西开展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的意
见》、《关于深化影视业综合改革促进
我国影视业健康发展的意见》、《关于
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的若干意见》、

《关于治理高值医用耗材的改革方
案》、《关于改革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粮
食储备安全管理的若干意见》、《关于
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转让、出租、抵押
二级市场的指导意见》、《关于加快农
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关
于进一步推进移风易俗建设文明乡风
的指导意见》和《关于各地区各部门贯
彻落实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
精神深入推进改革督察工作的报告》。

会议指出，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
加快建立同高质量发展要求相适应、
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宏观调控目标体
系、政策体系、决策协调体系、监督考

评体系、保障体系，要坚持稳中求进工
作总基调，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为主线，突出统筹兼顾、综合平衡，注
重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短期和长期、国
内和国际的关系，统筹稳增长、促改
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
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
健全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等经
济政策协调机制，保持经济运行在合
理区间。

会议指出，推进影视业改革，要从
完善创作生产引导机制、规范影视企
业经营行为、健全影视评价体系、发挥
各类市场主体作用、加强行业管理执
法、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统筹推
进改革，既抓住当前群众普遍关心、反
映强烈的具体问题，又聚焦影视行业
标准、从业人员诚信建设等配套性强、

影响长远的要害问题，形成管用的长
效机制。

会议强调，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
作，要坚持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
技创新，吸引和培养高精尖缺人才，提
升使用全球创新资源能力，打造开放
合作区域高地，参与和引导全球创新
治理，优化开放合作服务与环境，以开
放促进发展、以改革推动创新、以合作
实现共赢，全面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推
动创新型国家建设。

会议指出，高值医用耗材治理关
系减轻人民群众医疗负担。要坚持问
题导向，通过优化制度、完善政策、创
新方式，理顺高值医用耗材价格体系，
完善全流程监督管理，净化市场环境
和医疗服务执业环境，推动形成高值
医用耗材质量可靠、流通快捷、价格合

理、使用规范的治理格局，促进行业健
康有序发展。

会议强调，粮食储备是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的重要物质基础，要以服务
宏观调控、调节稳定市场、应对突发事
件和提升国家安全能力为目标，科学
确定粮食储备功能和规模，改革完善
粮食储备管理体制，健全粮食储备运
行机制，强化内控管理和外部监督，加
快构建更高层次、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可持续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

会议指出，完善建设用地使用权
转让、出租、抵押二级市场，要坚持建
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方向，衔
接好国土空间规划及相关产业规划，
着力完善交易规则，创新运行模式，健
全服务监管，促进土地要素流通顺畅，
提高存量土地资源配置效率，提高节

约集约用地水平。
会议强调，要坚持通过深化改革

来破难题、解新题，加快改革创新，推
动任务落实，强化制度集成，增强经济
发展内生动力，增强应对挑战、抵御风
险能力。要加强对改革的实效评估，梳
理存在的突出短板和弱项，有针对性
地一项一项推动解决。改革工作中要
统筹全局、整体推进，结合实际、突出
重点，衡量改革的有效性要从国家改
革发展全局出发，既看单项改革执行
落实情况，也从战略层面统筹考虑相
关制度的集成效果。要把关系经济发
展全局的改革、涉及重大制度创新的
改革、有利于提升群众获得感的改革
放在突出位置，优先抓好落实。一些重
大试点任务，要抓紧时间，倒排工期，
早出成果。

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强调

因势利导统筹谋划精准施策
推动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电力牵引
最高时速或达120公里

“征求意见稿”提及，四川全省规划山
地轨道交通项目总里程数为2520公里，建
设投资2180亿元。为利于全省山地轨道交
通产业发展，将采用相同的制式，实现规模
效益。

根据“征求意见稿”，规划项目原则
上采用“米轨+齿轮”制式，缓坡地段采用
米轨，紧坡地段采用齿轨。个别特殊项目
或将单独研究确定。项目采用电力牵引，
轮轨段时速为60~120公里，齿轨段仅为
10~20公里。同时，结合全省山地轨道交
通布局以及公路交通等因素，规划建设4
个车辆基地：资阳厂车辆段、都江堰车辆
段、川主寺车辆段和理塘车辆段。除资阳
厂车辆段为大架修外，其余均为定修段，
远期将都江堰车辆段和理塘车辆段改建
为具备大架修的车辆段。

到2025年
四川拟建成3条代表性线路

根据“征求意见稿”，到2025年，四川
建成3条具有代表性的山地轨道交通线
路。记者从中看到，成都市域范围内的彭
州丹景山旅游支线、西岭雪山旅游支线
均有望在2019年～2025年期间实施。

而在远期目标上“征求意见稿”提
及，到2035年，四川基本形成以山地轨道
交通为骨干的川西高原交通体系，实现
县城和（潜在）世界级旅游景点全覆盖；
山地轨道交通产业链和旅游产业集群进
入成熟期，成为川西高原经济的主导产
业。记者注意到，其中涉及成都区域的有
4条线路，除了彭州丹景山旅游支线、西
岭雪山旅游支线，还有都江堰至四姑娘
山至丹巴扶贫+旅游专线和龙泉山城市
森林公园环山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龙门山山地度假旅游线
●天府（德阳）冰雪小镇支线
●什邡九顶山支线
●彭州丹景山旅游支线
●西岭雪山旅游支线
●天台山支线
●大峨眉（峨眉山-瓦屋山-周公山）生
态文化旅游线
●大熊猫生态旅游西环线（四姑娘山-

宝兴-碧峰峡）
●达瓦更扎景区支线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环山线
●都江堰至四姑娘山至丹巴扶贫交通线
●九寨沟世界遗产旅游线
●川主寺至黑水至马尔康至丹巴至康定
扶贫交通线
●贡嘎山海螺沟山地度假旅游线
●新路海（玉隆拉措）景区支线

●理塘至稻城至乡城至得荣扶贫
交通线
●亚丁景区支线
●洛克九百里旅游线
●竹海石海休闲度假旅游线
●阆中古城支线
●空山天盆旅游线
●华蓥山景区支线
●凌云山景区支线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或将开行山地小火车
丹景山、西岭雪山、天台山也在规划范围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目前国外已建成的山地轨道交通（齿
轨）约180条，大多已有100年历史，总里程超过3000km，主要分布在瑞士、德
国、法国、奥地利、日本和澳大利亚等国。其中，德国DB铁路+楚格峰齿轨铁路
和瑞士黄金快线+少女峰齿轨铁路已形成较为完整的旅游轨道交通系统。

山地轨道交通一般由普通轮轨段+齿轨段组成，部分已实现轮轨和齿轨
不停车直接通行。山地轨道交通系统爬坡能力强，转弯半径小，占地少。同时，
山地轨道交通具有安全舒适、绿色环保、运能适中、建设经济、景观性好、综合
开发价值大等优点。

/ 成 都 有 望 增 加 多 条 山 地 轨 道 交 通 线 路 /

环线走向：丹景台-武庙-龙洞湾-卧龙寺-马家
湾-丹景台

纵线走向：成都轨道交通18号线三岔湖站-丹景
台-武庙-龙洞湾-盘龙镇-五凤 -淮口-清泉-金堂
三星镇-官仓

龙泉山
城市森林公园

环山线

根据“征求意见稿”，该规划项目可在天府新站、龙泉山站、洛带站、清泉站等8个站与成都轨道交通
18、19、21、26、13号线等多条轨道交通无缝换乘，同时可与休闲绿道有效接驳，共同构成成都东部地区

“快进慢游”的交通方式。因此，本项目是一条服务于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实现交通方式间有效衔接的
旅游轨道交通。项目主要承担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各组团的旅游客流，兼顾部分沿线各组团（镇）间的居
民客运交流。

规划形成“环+纵”的布局。规划新建线路长125km。近期实施三岔湖至盘龙镇段29km，建设工期 3
年，速度目标值为100km/h。设车站5座，平均站间距5.7km，均为地面站或高架站。

规划线路长：

规划走向：成彭支线彭州站-丹景
山-新兴镇，新兴镇-白鹿中法小镇，
新兴镇-小鱼洞- 龙门山镇

根据“征求意见稿”，规划新建线路长47km，建设工期为3年。
规划线路在山岭地段、河流地段采用地下或高架方式通过；其余地段一般采

用地面敷设方式。规划新建丹景山镇、丹景山景区、新兴镇、阳平观、通济镇、小鱼
洞镇、龙门山镇、思文、白鹿镇共9个站。

规划线路长：彭州
丹景山
旅游支线

规划走向：安仁-成雅铁路大邑
站-新场古镇-川王宫-出江镇-花水
湾-西岭镇-西岭后山景区

规划线路长：

根据“征求意见稿”，规划线路全长65km，建设工期3年。线路在山岭地段、河流
地段采用地下或高架方式通过；其余地段一般采用地面敷设方式。沿线规划设车站
7座，分别为大邑站、新场古镇、川王宫、出江镇、花水湾、西岭镇和西岭后山站。

主线走向：都江堰火车站-映秀-耿
达-卧龙-四姑娘山-小金-丹巴火车站

支线：双桥沟支线、海子沟支线、牛
坪支线、龙池支线、顶峰支线

规划线路长：

根据“征求意见稿”，规划新建线路长235km，近期实施都江堰至四姑娘山线123km。
都江堰至四姑娘山段推荐建设总工期6年，2019年开工，2025年全线建成。新建车站都江
堰、永丰、乐园、虹口、龙池、映秀、耿达、卧龙、映雪、邓生沟、巴朗山和四姑娘山共12个车
站，其中高架站10个，地下站2个。最高设计行车速度120km/h。以“都四观光旅列”形成全
域旅游主题差异化，“都四观光旅列”可望在全国范围形成有独特IP属性的文旅品牌。

今年2月，都江堰至四姑
娘山山地轨道交通扶贫项目
获得四川省发改委核准批复，
正式立项。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昨日又获悉一个好消
息！四川省交投集团官网公布
了《四川山地轨道交通规划环
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称四川规划分两期建设
23条山地轨道交通线。

记者注意到，成都平原地
区32个区（市）县，及部分零
星山区在规划范围之内，包括
丹景山、九顶山、龙门山、西岭
雪山、天台山、瓦屋山、柳江古
镇、龙泉山这8个旅游资源
点。涉及成都平原经济区的有
11条线路，5条线路将于近
期实施。

新闻
背景

线路
一览

山地轨道交通
已有百年历史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环山线三岔湖至盘龙镇段
线路方案示意图

瑞士山地
火车行驶在美
景中

盘龙镇站

龙洞湾站

武庙站
丹景台站

三岔湖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