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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成都轨道城市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将双凤桥站TOD和行政学院站TOD两
处项目用地收入囊中，意味着这两个TOD
项目正式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交通引导城市发展，TOD更是以“轨道
交通+商业”的模式改变着城市交通分布格
局，潜移默化影响着人口分布。对普通人而
言，TOD项目是有效改变出行生活的公建
配套；对城市而言，通过TOD模式加快重塑
城市空间结构，引导城市重点片区开发建
设，加快形成新的城市格局。

今年开年，高新区陆肖站TOD等多个
站城一体化项目陆续落地开工，TOD综合
开发在成都起势。最近正式落地后的双凤桥
TOD和行政学院TOD将如何打造？

行政学院站TOD：
打造“东进门户、创驿绿谷”

行政学院站TOD今后会建成什么样？
此前，该项目设计方中建西南院介绍，

行政学院站项目位于成都轨道交通2号线
（已运营）与9号线（规划建设）行政学院换乘
站点，临东客站枢纽商务区，一体化设计建
筑面积170万平方米，核心区建筑面积49万
平方米，由大型商业综合体、五星级酒店、超
甲办公、创意街区、住宅、学校等业态构成。

中建西南院表示，结合公园城市理念和
站城一体化设计思维，行政学院站将以“东
进门户、创驿绿谷”为主题，最终打造为一处
以公共交通结合慢行体系为主要出行方式
的“活力中心”，成为成都向东的生态公园、
城市门户。

双凤桥站TOD：
建立开放共享立体城市公园群

双凤桥站TOD项目地处武侯区簇桥七
里双凤片区，位于武侯电商产业功能区核心
区域。据成都市武侯新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该TOD项目总占地千余亩，拟于2020
年7月开工，2023年8月竣工，将以地铁3号线
双凤桥站为中心，建设多维度“立体城市”。
主要建设内容为商业及配套附属设施、住宅
用地，建筑最高不超过39米，包括住宅地下2
层、地面11层，商业地下1层、地面8层，总体
投资额达28.27亿元。

“总体规划思路为建立包含1处城市公
园、4处社区公园、N处微绿地的开放共享立
体城市公园群。围绕现有产业部署创新链，
建立联动协作体系，以电子商务、总部经济
为主导并配套会议型酒店。”该负责人透露，
具体来讲，以电子商务产业集聚区为依托，
围绕总部型商业办公交易及信息大数据处
理等产业进行建筑物打造，并依托附近的科
技服务型项目进行总部型办公区打造。

该负责人表示，项目内还将打造包含社
区综合体、高品质中小学和幼儿园，以及文
体设施的公共服务配套项目。

此外，项目还将建立“轨道（2地铁）+慢
行（城市绿道）”多网融合的一体化交通体
系。“依托城市轨道交通地铁3号线和33号
线，以产业为主导，将地上集中式、带状式绿
道系统，与步行、单车、公交系统和TOD地
下通道结合起来，把工作、生活、娱乐等生活
场景串联起来，最终构建产城融合、职住平
衡的场景状态。”该负责人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尹沁彤 实习
记者 彭祥萍

■ 坚持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从优待警
■“小案”再小，对市民来说都是大事，办案执法要坚持“抓大不放小”
■ 严格执法既要有雷霆万钧之势，也要有和风细雨之策，努力做有温

度的执法者
■ 以便民利民惠民为导向深入推进公安服务改革，解决好市民最闹

心、最烦心的事
■ 在每一起执法行为中让市场主体感受到公平和正义、在每一项政

务服务中让企业家体会到重视和尊重，使每一位对成都犹豫徘徊的投资者
吃下定心丸、扎根谋发展

行政学院站、双凤桥站
TOD项目正式落地

来看看
未来都有些啥？

在那不勒斯，“成都味儿”已逐渐浓郁
起来。当地时间13日上午，一家由大熊猫
元素装点的中国·成都熊猫咖啡馆正式在
当地亮相。当天熊猫咖啡馆一共推出了
2021杯独具成都特色的熊猫造型咖啡，迅
速征服当地市民的味蕾。

与此同时，成都体育大学的师生代
表与那不勒斯体育大学的院长也相约开
启了一次咖啡之约。成都的大学生代表

们向那不勒斯体育大学赠送了彩绘大熊
猫，邀请那不勒斯的大学生们开启下一
个大运会之旅。

而在前一天，来自成都的五只“熊猫
宝宝”更是“空降”那不勒斯多个知名地
标景点，通过舞蹈快闪的形式，向那不勒
斯及全球友人发出了来自熊猫故乡的大
运会邀请：2021年，我们成都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瑾 应鑫

当地时间7月13日，在卡塞塔王宫
廊道，那不勒斯坎帕尼亚大学教授拉
斐尔用中文发出问候，“你好，成都；祝
福，成都。”作为文物研究专家，拉斐尔
正借力“一带一路”机遇，努力推动成
都与意大利商贸人文交流。他正在推
动双方文物展览互动，明年，意大利最
重要的中国文化展览就将举行，其中
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成都的丝绸、东华
门遗址等。

在卡塞塔王宫二楼，有诸多世界级
文化展览，拉斐尔是这些展览的研究者
和推动者。提及成都，拉斐尔十分兴奋，

“我知道成都，我去过成都。”
在拉斐尔看来，大运会是一种“缘

分”，让成都与那不勒斯“人文相通”，上
一次这样奇妙的“缘分”，是丝绸之路。
成都是南丝绸之路的起点，意大利是地
中海的交通枢纽，在那不勒斯长长的海
岸线上，船只鳞次栉比，千年以前，来自
成都的丝绸就在这里分拨到欧洲各地。

这一次，青春、活力的大运会再次
将两座城市相连，“我们借助这一次机
会，推动两个城市更多互动。”

就在这几天，三星堆文物正在意大
利罗马开展，几天前，那不勒斯的市民、
专家也曾与古蜀文明“对话”。而不久
前，庞贝古城出土的奇珍文物、精美壁
画也曾亮相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一带一路’为中国和意大利带来
诸多交流。”拉斐尔说，作为文物专家，
他希望推动成都与意大利的文化交流，

“第一步就是展览交流。”拉斐尔正在努
力，把关于成都以及古蜀文明的展览搬
到那不勒斯和罗马，“找寻两个文明的
纽带，构建文化上的连接。”

成都在“一带一路”上扮演什么角
色？在拉斐尔看来，以丝绸为媒介，在文
化和产业领域，成都都将扮演重要角
色。中国西部是欧亚大陆地理上的中
心，成都的古蜀文明和天府文化，将借
助“一带一路”机遇，走上世界舞台。

来自熊猫故乡的邀请

那不勒斯坎帕尼亚大学教授拉斐尔那不勒斯坎帕尼亚大学教授拉斐尔：：

大运会让成都与那不勒斯“人文相通”
将把更多“古蜀文明”带到意大利

“成都味儿”在意大利火了

据新华社电 记者昨日从江苏扬州市召
开的全国乡村产业振兴推进会上了解到，为优
化乡村产业发展环境，我国将强化支撑保障，
落实用地和财政金融支持政策、人才政策，推
动解决乡村产业发展的“人、地、钱”难题。

农业农村部副部长余欣荣表示，产业兴
旺是乡村振兴的重要基础，是解决农村一切
问题的前提。下一步要吸引更多资金、技术、
人才、土地等资源向乡村汇聚。引导地方在
安排土地利用年度计划时，加大对乡村产业
发展用地的倾斜支持力度，探索针对乡村产
业的省市县联动“点供”用地政策，开展县域
乡村闲置集体建设用地、宅基地及“四荒地”
等土地综合整治，盘活土地资源用于支持乡
村新产业新业态发展。

同时，会同有关部门，进一步提高土地
出让收入用于农业农村的比例，推动县域金
融机构将吸收的存款重点支持当地发展乡
村产业，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市场化方式
设立乡村产业发展基金，多渠道满足乡村产
业发展资金需求。

要加大高素质农民培训力度，支持职业
院校扩大农村定向招生，建立健全科研人员
校企、院企共建双聘机制，支持科技人员以
科技成果入股企业，探索股权分红等激励措
施，强化乡村产业发展人才保障。

我国将加快解决
乡村产业发展

“人、地、钱”难题

他们在不同的公安工作岗位上奋斗：有冲在最危险的前线，与犯罪分子搏斗的特警；有强忍失
去亲人的悲痛，坚守在抗震救灾第一线的反恐支队协理员；有牵头发起创立全国首家交通众治公益
联盟平台的交警；有战斗在基层一线派出所，调解各类治安纠纷数百件的民警……

10大成都公安功臣模范
他们到底优秀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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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成都的“熊猫宝宝”空降那不勒斯

2021杯独具成都特色的熊猫造型咖啡征服那不勒斯市民的味蕾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7月13日，
全市公安工作会议举行。省委常委、市委书
记范锐平出席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新时代公安工
作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落实全国、全省公
安工作会议精神，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稳中求进
工作总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强警之路，推进公安工作现代化和公安队伍
革命化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为加快建
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城市营造安全稳定
的政治社会环境。

市委副书记朱志宏出席。
范锐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

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新时代
公安工作的使命任务、思路方向、根本要求，科
学回答了新时代公安工作走什么路、向着什么
方向发展、怎样发展等方向性、全局性重大问
题，引领公安工作发生根本性重大变化。全市
上下要深刻领会、自觉坚持、全面贯彻、创造力
行，结合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答好“功为党建”、“业为城兴”、“言为民立”的
时代答卷，用赤胆忠心为金色盾牌增辉，用实
干担当为城市崛起助力，努力让市民居家更安
心、出行更放心、生活更舒心。

范锐平对全市公安工作取得的成绩给予
肯定，代表市委向全市公安干警表示崇高敬意
和诚挚慰问。他指出，当前，成都正处在转型发
展、创新发展、跨越发展的关键时期，已成为管
理人口超过2100万的超大城市。面对新形势新

任务，公安机关要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
代职责使命，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善于谋
势察事，不断提升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
定的能力水平，努力把成都建设成为中国最具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示范城市。

范锐平强调，公安机关肩负着城市发展
建设者、捍卫者的重大政治责任。要始终把
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置于首位，完善党委统一
领导、公安机关与有关部门分工负责、密切

配合的工作机制。要始终坚持稳字当头、稳
定压倒一切，努力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
在当地、解决在萌芽状态和初级阶段。特别
要抓住社区这个城市的细胞，深入开展“枫
桥式公安派出所”创建活动，建立公安机关
融入社区发展治理的标准体系，着力打造共
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范锐平指出，人民群众向往风清月朗、
海晏河清的社会治安环境。要依法严厉打击
涉枪涉爆犯罪和个人极端暴力犯罪，严厉打
击整治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和盗抢骗、
黄赌毒、食品药品环境领域等突出违法犯
罪，深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坚定不移
推进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范锐平强调，“小案”再小，对市民来说
都是大事。办案执法要坚持“抓大不放小”，
做到破案与治理相结合，让市民有更高的安
全感和获得感。打和防是公安工作的一体两
面，要坚持打防结合、整体防控，健全公共安
全隐患常态化排查整治机制，做好重大活动
安保工作。 紧转02版

范锐平：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服务保障建设一流国际化营商环境

答好“功为党建、业为城兴、言为民立”的时代答卷
全市公安工作会议举行，强调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警之路 朱志宏出席

北京时间7月15日凌晨，2019那不勒
斯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将在意大利那
不勒斯闭幕。在闭幕式上，作为下届大运
会主办城市，成都代表团将接过大运会
会旗，这也意味着，大运会将正式进入

“成都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两座相隔万里的城

市，一座是南方丝绸之路起点，一座是古
丝绸之路的重要港口，在大运会的纽带
之下，时隔千年后，被串在了一起。

当地时间7月13日晚，那不勒斯湾灯
光逐渐亮了起来，桑塔露琪亚海岸线一
望无际，成都招待酒会将在意大利那不
勒斯维苏威大酒店举行。成都市体育局
局长熊艳介绍，成都将在这里向全世界
举杯相邀，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
会欢迎全世界来成都，“来看这座古老而
年轻的城市，来看可爱的大熊猫，来赏美
景吃美食，来看成都的崭新发展。”

大运会带来的青春与活力，为那不
勒斯这座历史悠久的“慢生活”城市注
入崭新力量。很快，这股力量就将出现
在另一座历史悠久的城市——成都。

当地时间7月14日晚，2019年那不勒
斯第30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闭幕式
以及“成都时间”接旗仪式即将举行，这
意味着，2021年，成都将接力意大利那不
勒斯，举办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
会，届时将有来自约170个国家和地区的
1万余名运动员及官员汇聚成都参赛。

什么是“成都时间”？熊艳解释称，
当地时间7月14日晚，大运会会旗将从
那不勒斯市交接到成都市，这意味着，
大运会正式进入“成都时间”，从当天开
始到2021年8月19日，大运会进入“成都
模式”，成都将集中力量，筹备一届绿
色、智慧、活力、共享的大运会。

成 都 举 杯 相 邀 全 世 界

欢迎
你来

2021年
大运会

成都向全世界举杯相邀，第31届世界大学生
夏季运动会欢迎全世界来成都，“来看这座古老而
年轻的城市，来看可爱的大熊猫，来赏美景吃美
食，来看成都的崭新发展。”

本组稿件除署名外，由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鹏楠 叶燕 发自那不勒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