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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上午11
点，在成都温江杨柳
东路，距离婚礼午宴
开饭还有20分钟，正
在门口迎客的新郎罗
航突然发现，不远处
一位老人被三轮车撞
后滚下了河堤。

来不及想太多，罗
航赶紧跑过去，发现老
人已经滚入湍急的河
水中，无法拉起来。罗
航赶紧大声呼叫求助。
听说老人坠河后，老人
的儿子、孙子赶紧冲下
河施救，下河救人的还
有罗航的父亲。三人都
不会游泳。

除了下河的人，河
上也有好心人帮忙。参
加婚礼的宾客们，有找
绳子拉人的，有打电话
给120的，有伸出手等
着拉一把的，有在桥边
指挥提示的。

最终，老人被成
功救上岸，目前已送
往医院治疗，脱离生
命危险。罗航的这场
婚礼，因“意外”错失
了一些招待好客人的
机会，也因此“意外”
倍显温情。

据了解，作为成都临空经
济示范区重要承载地，双流区
聚焦做好“空港引领城市发展”
文章，用好空港核心资源优势，
着力优产业、优功能、优形态、
优空间、优方式，推动“人港城
产”协同融合，高质量建设中国
航空经济之都。

时间倒回一个多月前的6
月5日，长龙航空与双流区签署
协议，其西南分公司挂牌成立，
为成都基地航空再添新丁，成
都的基地航空公司数量也由此
而增至9家。聚焦这9家航空公
司、13家全球100强物流企业，
双流区航空核心产业产值迈入

“千亿级”。
围绕省委“5+1”现代产业

体系，双流区紧紧依托航空枢纽
资源优势，聚焦聚力发展现代适
航产业。形成了以航空经济为引
领，以电子信息、生物产业、绿色
能源等高时效性、高附加值产业
为支撑的“1+3”现代适航产业
体系。在此基础上，双流区在航
空运营、航空金融、航空制造维
修、航空物流、跨境贸易、航空总
部方面全面开花，收获颇丰。

同时，双流区坚持把国际空
港商圈建设作为现代服务业发
展新引擎，编制“一港四区”商圈
规划，构建“指挥部+管委会+平

台公司”开发模式，启动成都国
际空港商务区起步区建设，并走
出成都，甚至走出中国举行专题
推介会。5月7日，由成都市双流
区人民政府主办的“成都市双流
区投资环境暨空港商圈推介会”
在新加坡举行。成都市双流区交
通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与新加坡
CPG国际在新加坡CPG集团总
部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双方
将强强联合、优势互补，借助新
加坡与世界一流的规划设计和
建设的成功经验，进一步推动双
流区空港商务区的发展，更好地
发挥TOD理念对双流发展的带
动作用。

此外，双流区还坚持以优质
项目有效投资为抓手，推动经济
高质量发展。2018年以来引进亿
元以上产业化项目67个，中国电
子8.6代线实现满产，加德纳航
空、成都紫光、通威太阳能四期
等龙头项目动工建设，签约落地
的瓴盛科技成为全省唯一列入
国家第二批重大外资项目。

据悉，2018年，双流地区生
产总值829.4亿元、增长8.4%，位
列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区第37
位、全国科技创新百强区第36
位、全国营商环境百强区县第
18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龚靖杰

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个依托机场，大力发展航空经济；一个是
东进战场，以空天、电商、临空三座产业新城为依
托，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这双流和简阳两
个县域经济强县（市、区），从县域优势出发，走出
了各具特色的新经济发展之路。

县域经济发展强县（市、区）：双流

成都迪拜空港未来城项目落户双流
助力中国航空经济之都建设

婚礼意外婚礼意外：：
太婆赴宴意外坠河
新郎赶来伸出援手

7月14日上午11点左右，在温江
杨柳东路一处农家乐，即将举行一
对新人的婚礼。紧挨着的是杨柳河，
湍急的河水带来丝丝凉意。河上是
一座水泥桥，桥的尽头就是农家乐
的进门处。

温江人宋涛也开车来赴宴。原来
是同一个生产队，这一次罗航结婚，
宋涛带着母亲、媳妇和儿子来祝贺。

宋涛让家人先下车，自己找地方
停车。站在马路边的是宋涛66岁的母
亲陈婆婆，几分钟后陈婆婆就将和儿
子、儿媳一起去吃“酒碗”。

突然间，一个三轮车被后方大车
的喇叭声惊到，车头歪歪扭扭，撞上
了陈婆婆。陈婆婆往后一倒，竟然滚
下了河堤，坠入杨柳河。

率先发现情况的是迎宾新郎罗
航。罗航几步跑上前，发现拉不起太
婆，开始呼救。

“看到人掉下去了，好吓人哦，我
就喊我爸喊兄弟伙们出来救人。”罗
航和周围人尝试把太婆拉起来，发现
无济于事。

众人营救众人营救：：
新郎父亲下河救人
有宾客递绳子拉人

所幸，太婆被冲到一段枯树干附
近，依靠着枯树干，可以暂时不被水
流带走。另一边，宋涛也跑到河边。但
他不会游泳，慢慢往河堤下走，河水
到宋涛腰间，宋涛慢慢靠近，想把母
亲拉起来。宋涛的儿子也下水帮父亲
的忙。

罗航的父亲也下水帮忙，宋涛和
罗航父亲合力，将陈婆婆往岸上拉。

参加婚礼的罗航好友谢鑫找来
长绳，想通过绳子把人拉起来。另一
位参加婚礼的女性赶紧拨打120。还
有一些宾客，在岸上伸出手，随时准
备帮一把。

依靠绳子，绑住太婆，把她安全

送上岸。可能是滚下时碰到石头，陈
婆婆右手有明显红肿，陈婆婆告诉儿
子，自己吸入几口河水。随后，太婆被
送到附近的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来来回回折腾完，已经过去半
个多小时。冯先生是现场的亲友之
一，在他印象中，大约有10个人在帮
忙施救，“下面2个人，上面帮忙拉人
的有点多。”冯先生透露，新郎坚持
将老人送上救护车之后，才回去继
续婚礼仪式。

7月15日，记者在成都市第五人
民医院看到躺在病床上的陈婆婆，陈
婆婆神志清醒，没有生命危险。此前，
陈婆婆有过中风，经诊断，此次坠河
使得老人家肋骨有损伤，右手也有明
显肿胀。

“我非常感谢婚礼上来帮忙的朋
友们，特别是罗航的父亲。”宋涛再三
表达感谢，事实上，宋涛并不会游泳。

不会游泳的不只是宋涛一人，罗
航告诉记者，父亲也不会游泳，“事后
想起还是有点后怕。”罗航说，遗憾的
是没有接待好客人们。“我哥他们在
帮忙招呼客人，那会儿距离开饭还有
20多分钟。”

这一场意外，也让罗航的婚礼倍
显温情。

7月12日凌晨，成都的哥汪国强
连续3次遇到农民工江彬，见他一个
人拖着行李缓慢走着，便在征得车内
乘客张彬的同意后，让其免费上车搭
乘。一路上的哥和乘客对江彬嘘寒问
暖，乘客张彬下车后又自己开车将江
彬送回家。让江彬意想不到的是，张
彬还邀请其到自己公司上班，解决了
工作问题。

7月14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对这暖心的事情进行了报道，引起社
会广泛关注，网友们纷纷为的哥和乘
客点赞。15日，一直致力于挖掘、传播
社会正能量的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公益平台，也被司机汪国强和乘
客张彬的善举打动，特地联系本报，
希望联合本报奖励他们5000元正能
量奖金。

“好心司机的主动停车让一个无

助的人感受到世间的善意，爱心乘客
的切实帮助为一个家庭解决了难
题，谢谢他们善良和热忱！也愿这个
温暖的故事，能化解更多人心中的
悲凉和冷意，留下更多美好的印
记。”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的工作人
表示，他们两人的善举，不止为一个
素不相识的人照亮回家路，帮一个
父亲解决了难题，更温暖了人心。奖
励致敬，愿这种朴素的情怀，能够激
荡在更多人的心里。

除了奖金，阿里巴巴“天天正能
量”还特地给司机汪国强和乘客张彬
写了一段颁奖词：午夜的街头，一个落
魄的父亲踽踽独行。20公里的漫长归
途，道不尽人生的艰辛与无奈。所幸，
一个暖心的哥，一个热心乘客，用温暖
接力的方式，化解了这位父亲心中的
无助和悲凉。在这个普普通通的夜晚，

素昧平生的他们只是擦肩而过，留下
的善良温情却悠远绵长。这些美好的
人心，就是一座城市最迷人的风景、
最动听的歌谣。

得知获奖后，的哥汪国强表示自
己只是做了一件力所能及的普通小
事，没想到获得了大家的肯定，他将
把奖金捐给出租车公司，作为爱心基
金，鼓励同事们多做好人好事，将正
能量传递下去。

“今天江彬已经到我公司上班
了。”当记者把获奖消息告诉乘客张
彬时，他说已经兑现了自己的承诺。
对于这笔奖金，他将会全部捐给江
彬，“这个时候，他比我更需要！”

据了解，“天天正能量”是阿里
巴巴集团联合本报在内的全国100
多家主流媒体共同发起的大型网络
公益项目，以“传播正能量、弘扬真

善美”为宗旨，致力于打造社会正能
量传播的公益开放平台。截至目前，

“天天正能量”已累计投入5400多万
元，奖励5000余人，获得社会广泛关
注和好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婚礼开席还有20分钟
新郎的爸爸跳入河中 救人

要紧
落水太婆被成功救上岸，而参与救人

的新郎父亲与太婆儿孙均不会游泳

成都的哥、爱心乘客送农民工回家
获5000元阿里天天正能量奖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摄影记者 刘海韵

营救现场图片由冯先生提供

致敬
善举

7月11日，成都迪拜空港未来城项目落户双
流空港商务区，将打造具有区域消费引领力、全
球消费资源配置力的国际空港消费中心的新闻
成为各家媒体的头条。一天后，双流区因被省委
省政府表彰为“2018年度县域经济发展强县”
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双流区缘何受到成
都迪拜空港未来城项目青睐？又是因何获得县
域经济发展强县的荣誉？

“现在的简阳，到处都是火
热的项目建设场面，到处都是机
遇”，这是一名参与东来印象项
目建设者对简阳的评价。而这评
价也足见简阳正以项目为抓手，
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记者
查阅资料发现，2018年，简阳市
坚持以项目为中心组织经济工
作编制实施“十大行动计划”重
点项目576个，86个项目竣工投
产或建成使用，199个项目开工
建设，新签约引进重大项目 26
个。2019 年，是简阳的“项目攻
坚年”，将启动实施 379 个重点
项目，新开工建设181个重点项
目，确保 103 个重点项目竣工，
完成重点项目投资323亿元、固
定资产投资350亿元。

就在前几日，记者走进简阳
市沱江发展轴东部的成都空天
产业功能区，19 万平方米标准
化厂房已然拔地而起；5万平方
米专业楼宇（展示中心）、9万平
方米孵化器等多个基础配套设
施建设项目已陆续启动；全长
7.06公里、双向8车道的园区主
干道——创业大道正在紧张施
工中，产业功能区建设呈现出一
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这一切，还得归功于产业的
转型升级及三大产业园区的协
同发力。“过去我市的工业经济
主要围绕机械制造、橡胶化工、
药业药械、农产品加工、纺织服
装、建材等 6 大主导产业，战略
性新兴产业比重小，工业发展缺
乏后劲支撑，与其他县域经济强
县相比，不管是从横向的规模，
还是纵向的质效，都存在很大的
差距。”简阳市经济科技和信息
化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简阳从自
身实际出发，构建了具有较强区
域影响力和带动力的先进制造

业、电商物流和临空产业生态
圈，形成以智能制造装备、航天
装备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着力打造成都高端装备产业基
地；抢抓全省布局区域性电商中
心机遇，引进培育跨境电商运营
总部、智慧物流园等重大支撑项
目，打造国家级电子商务和航空
物流示范园区；发展总部经济、
临空物流、绿色食品三大主导产
业，着力打造国际一流的临空经
济示范区，形成千亿级产业集
群。由此，简阳迈上了产业转型
升级的快车道。

“两年多来，我市聚力三大
产业功能区建设，已结出累累硕
果。以唯品会（中国）西部总部基
地为龙头的21家电商企业已陆
续入驻西部电商物流产业功能
区，实现投资 366 亿元。2018 年
已实现销售收入215亿元，增速
26.4%，税收达 3.5 亿元。总投资
120亿元的四川星空年代‘一带
一路’高通量宽带卫星项目和年
产40万辆新能源纯电动乘用车
及 4Gwh 锂离子动力电池等一
批以智能制造装备、航天装备为
引领的大项目也已成功签约落
户成都空天产业功能区。我市高
起点、高标准，大气魄、大手笔建
设产业功能区，带动县域经济强
劲发展的态势已基本形成。”简
阳市产业功能区及园区建设领
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今年
4月，成都“东进”区域十大引爆
性项目之一的天府国际临空经
济产业功能区正式启动建设，在
不久的将来，一座以总部经济、
临空物流、绿色食品为特色的国
际一流临空经济示范区将屹立
于成都东部新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记者龚靖杰

县域经济发展强县（市、区）：简阳

简阳计划实施379个重点项目
拉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蜀都东大门、成都东进主战场、全国投资潜
力百强县市……这些标签都指向了同一个名字
“简阳”，而7月12日之后，简阳又多了一个新的
荣誉，四川省县域经济发展强县（市、区）。

陈婆婆（右）在医院进行治疗

陈婆婆被救上后，新郎也在一旁照顾

众宾客救人

众宾客救人（左边赤膊男子为婆婆的儿子，右边黑衣男子为新郎的父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