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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昆高铁可研报告获批，预计年内开工

王海波和
骑行爱好
者朋友们

“时光博物馆”开张最后一天

蓉欧快铁
“管家”

在此邂逅童年

9月10日，记者从四川省发改委
获悉，
近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对渝昆
铁路可研报告进行了批复。
重庆至昆明铁路是国家中长期
铁路网“八纵八横”
高速铁路主通道
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联
系成渝城市群和滇中城市群的快速
客运通道，
为国家“百项交通扶贫工
程”
重点项目，
计划年内开工建设。
据介绍，
项目起自重庆西站，
经
重庆市江津区、永川区，
四川省泸州
市、宜宾市，贵州省毕节市，云南省

姚开玮抱起地上
的手风琴，
活动了一下
手指，拉起《义勇军进
行曲》“
。我小学的时候
一直在学手风琴，
学校
升旗的时候都要去拉
曲子。
”
他说，
奇妙时空
屋里的木床、木桌、缝
纫机、
搪瓷杯和这台手
风琴，
像极了自己原来
在小南街家中的场景。
9月10日，成都宽
窄巷子东广场上，
“时
光博物馆”迎来开张
的最后一天。早在开
馆前，时光大篷车的
门口就排起了长队。
在现场，记者遇到了
成都国际陆港运营有
限公司口岸管理部经
理姚开玮、飓风自行
车赛创始人王海波。

70年来

四川制定省级地方性法规

294件

为全面客观反映70年来四川经
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四川开展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四川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新闻发
布会”。9月10日，第五场新闻发布会
举行，
四川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办、省
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省委统战部、省
委政法委有关负责同志介绍“统筹
推进民主法治 建设更高水平法治
四川”
的相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为民立法
制定省级地方性法规294件

姚开玮

他修过飞机搞过矿产
见证蓉欧快铁走向现实
走进时光大篷车，姚开玮一直拿
着手机到处拍摄。姚开玮是成都本地
人，目前是成都国际陆港运营有限公
司口岸管理部经理。蓉欧快铁从概念
走向现实，成都国际铁路港从荒凉的
废旧铁路线走向国际化大港，他见证
了全过程。
“我读小学时跟现在比起来，感
觉是两个世界吧，发展速度真是肉眼
可见。”奇妙时空屋勾起了姚开玮关
于小南街附近老屋的回忆：
“ 我家就
在一个小四合院里，家里的摆设就像
这屋里的样子。
”
姚开玮说，机缘巧合，自己参与

了蓉欧快铁的策划和运营。2004年从
重庆理工大学毕业后，姚开玮到了四
川航空从事飞机修理工作。之后，他
去了非洲，从事矿产生意。
离开非洲后，他又到欧洲做进出
口贸易。2009年，姚开玮返回成都。
“时隔几年回来，我都找不到回家的
路，走到我们家小区门口，发现那一
片全变了，我给家人打了电话才被接
到。
”他说。
2013年，他被抽调加入蓉欧快铁
运营团队，通过和同事一起加班加
点，终于让蓉欧快铁成功运转起来。
姚开玮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足迹踏过大半个地球，他越来越理解
国家发展的迅速和不易，
也更加为自
己能参与为国家开辟新的战略通道
的工作而自豪。

他是
“京籍”
“蓉漂”
让飓风自行车赛落户成都
“90后”王海波和骑行爱好者朋
友一行来参观“时光博物馆”，
吸引他
们注意力的，是场地中间放置的“二
八”
自行车。
王海波告诉记者，
他是北
京人，娶了个成都媳妇，前两年来到
成都生活工作。
因为热爱自行车运动，
王海波在
读大学期间，
就立志打造中国人自己
的国际自行车赛事。2010年，王海波
创立飓风自行车赛，2016年将赛事引
入成都。目前，该赛事建立了一项全
新的国际绕圈赛评审标准，并被日
本、韩国、法国等国同等赛事采用。
作为一名骑行爱好者，
王海波让

比赛落户到成都基于几个理由。
“首
先，成都的气候非常合适。这里气候
比较湿润，
而且没有北京那么多的刮
风天。
这一点是专业骑行运动员非常
看重的。
”他说，
成都有非常好的物候
条件，去承接国际性、专业化的自行
车比赛。
同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成都
以极快的速度建设起的天府绿道系
统，
刚好为骑行提供了难得的运动场
地。王海波说，从2017年开始，飓风自
行车赛开始做世界巡回赛，
已分别在
美国、哥伦比亚、法国举办过分站赛。
“但我们一直以来的宗旨是无论做多
少个分站赛，
都会把总决赛这个最重
要的环节放到中国成都。”
他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曾那
迦 李彦琴

成都的夜啥颜色？这条新规来定调
中心城区景观照明专项规划送审稿出炉

人民南路的灯火通明，九眼桥
的流光溢彩，锦江畔绿地间的暖色
地灯……在你的印象中，成都的夜
是什么颜色的？
9月10日，记者从成都市城市管
理委员会获悉，
《成都市中心城区景观
照明专项规划（2017—2025）》
（以下
简称《规划》
）送审稿已于近日出炉。
《规划》提出，在“黄白为主、暖
黄为辅”的城市景观照明主色调的
基础上，各区在编制分区景观照明
规划时，可根据本辖区的城市特质
提出片区的色调定位。同时，明确了
“一山双心、三轴四环、多廊多片”的
景观照明结构。

构建重点区域

根据《规划》，规划范围内将构建
“一山、双心、三轴、四环、多点”的景
观照明重点区域。
“一山”为龙泉山城
市森林公园；
“双心”为天府锦城和天
府新中心；
“三轴”为南北城市中轴夜
景景观轴（人民南路—天府大道）、东
西城市轴线夜景景观轴和锦江公园
景观轴；
“四环”为一环路、二环路、三
环路及熊猫绿道、四环路及锦城绿
道。
“ 多点”将重点优先建设双流机
场、天府国际机场；火车东站、火车南
站等交通节点、国宾片区（含金牛大
道、迎宾大道等重要节点）、东安湖大
运会主场馆及周边等重要节点；
武侯
祠、金沙等旅游文化节点。
除此之外，
《规划》要求各区编制
景观照明分区规划，确定区级景观照

昭通市、曲靖市至昆明枢纽昆明南
站，
与在建成自宜高速铁路衔接，
构
建形成成都至昆明高速铁路通道。
项目按双线时速350公里设计，
共设车站20座（预留车站1座），线路
里程约699公里，投资估算总额为
1416亿元，
全线建设工期6年。
下一步，四川省发改委将力争
加快开展项目初步设计、施工图设
计等审批工作，
推进项目前期工作，
实现年内开工建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一部法规保护和挽救了一座古
城。
”有关专家和群众这样评价阆中
古城保护条例的制定。2004年7月，
《四川省阆中古城保护条例》出台，
对
古城保护、资源开发、古民居院落打
造、文化挖掘等行为作出规范，
用严
格的制度和措施筑起保护阆中古城
的铜墙铁壁。
自此，
这座千年古城脱
离无序开发，
得到有效保护。
2018年3
月，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启动修订工
作，
将山水城融于一体，
进一步扩大
了阆中古城保护范围，新的法规已
于今年7月30日起施行。
新中国成立以来，
截至目前，
四
川省共制定省级地方性法规294件，
现行有效215件；批准市州地方性法
规181件；批准民族自治地方自治条
例和单行条例106件，基本涵盖了全
省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教、生
态等各个领域。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主任
黄智刚介绍，四川省十三届人大常
委会立法规划共101件，其中民生领
域立法46件，占比近半，涉及就业、
教育、医疗等各个领域。其中，四川
省老年人权益保护保障条例、教育
督导条例、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工伤
保险条例等被列为一类立法项目，
部分已出台实施。
在立法内容上，
四川省人大常委
会关注人民群众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
益问题，
先后出台了四川省沱江流域
水环境保护条例、老年人权益保障
条例、村镇供水条例，
批准了成都市
城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雅安市新
村聚居点管理条例等一批与民生密
切相关、受到群众拥护的法规。
以《四川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
例》为例，在上位法的基础上，针对

老年人权益保障中突出的问题进行
细化和创新，
切实解决老年人所盼、
所急的问题。

严防冤假错案
把刑事庭审实质化
作为推进改革的着力点

“四川把刑事庭审实质化作为
推进改革的着力点，有效防范了冤
假错案，推进了惩治犯罪与保障人
权的相统一。
”四川省委政法委副书
记李世成介绍，
党的十八大以来，
四
川省围绕贯彻中央关于推进以审判
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把刑事庭
审实质化作为着力点，2015年在成
都市先行先试，率先在全国探索推
进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试点。
2016年，四川省委政法委在总
结试点经验基础上，在全省全面推
广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刑事庭审
实质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
法院、检察、公安机关和律师界共同
努力，
着力解决庭审“虚化”
问题，
打
造控、辩、审“三角”
平等对抗架构。
目前，四川的刑事庭审实质化
改革已形成明确庭前会议效力、高
效排除非法证据、关键证人出庭“应
出尽出”、有效调查出庭证人、提高
当庭认证和宣判比例、控辩双方平
等对抗、优化裁判文书等核心做法，
基本实现诉讼证据质证在法庭、案
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表
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
有效
确保了惩治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
机统一，防范了冤假错案，相关做
法为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相关制度
提供了有益经验。
仅2018年，四川省中基层法院
以庭审实质化方式审结刑事案件
5780 件 ，证 人 出 庭 案 件 数 占 比 达
35%以上，当庭宣判案件4384件，占
比达75.8%。
同时，为进一步规范刑事诉讼
案件办理，四川还大力推进现代科
技手段和司法工作深度融合，建成
跨部门大数据智能辅助办案系统，
规范8类主要刑事案件证据标准，实
现政法部门办案平台全联通，电子
卷宗网上流转，办案信息数据交换
共享和部门间业务联动协作，刑事
案件办案质效大幅提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成都老人篆刻巨型国歌印章

景观照明重点区域示意图
明控制的重点区域和控制要求。

避免大红大绿
根据《规划》，在“黄白为主、暖黄
为辅”的城市景观照明主色调的基础
上，各区在编制分区景观照明规划
时，可根据本辖区的城市特质提出片
区的色调定位。
重点景观照明项目可分夏季和
冬季采取冷色或暖色作为补充，
同时
可根据建筑风貌特点确定景观照明
主色调。
商 业 核 心 区 和“ 灯 光 秀 ”项 目
的局部建筑允许使用彩色光源，但
应避免使用大红大绿等艳俗刺眼
的色彩。
除 了 颜 色 ，节 能 与 环 保 也 是
《规划》强调的重点之一。
《规划》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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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公园景观轴 南河段
出，城市景观照明将采取亮灯分时
控制等六大节能措施，重点针对住
宅区及周边进行专门研究，减少光
污染。其中针对亮灯分时控制，
《规
划》专门提出“节假日、平时、深夜”
三种模式。
另外《规划》要求实现城市景观
照明“三同时”
，即景观照明专项规划
范围内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城市大
型标志性建（构）筑物以及重大建设
工程项目，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
同时施工、同时竣工验收。

划定暗夜保护区
另外《规划》按照该亮则亮、该暗
则暗、合理分区、光暗平衡，
减少城市
光污染源产生的原则，
划定暗夜保护
区，包括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环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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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区及其他自然生态区、居民集中
区、工业区等。
以上暗夜保护区也将出台相关
景观、照明规划，严格控制保护区内
和周边区灯光使用，
保留必要的功能
性照明和静态色彩淡雅的景观照明，
不得使用高亮度、高功率的照明设
施，不得使用炫目刺眼、动态变化的
灯光装置。
同时针对普通区域，
《规划》将
根据功能分区（如工业区、居住区、
生态区、商业区等）与要素（如开敞
空间、交通道路、自然水体、雕塑小
品、建筑控制等）分类两种方式，对
各类功能片区及各照明载体进行分
类适度引导。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
聪 叶燕 部分图由成都市城管委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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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老展示《国歌》印章
近 半 年 来 ，71 岁 的 金 鹏 飞 大
多 数 时 间 在 老 院 落 阳 台 上“ 闭
关”。金老曾以“民间收藏家”的身
份 进 入 人 们 的 视 野 ，曾 登 上 央 视
《我 有 传 家 宝》节 目 。为 向 新 中 国
成 立 70 周 年 献 礼 ，金 老 精 心 篆 刻
了《国 歌》，前 后 历 时 4 年 时 间 ，完
成装裱后尺寸为200×100cm的巨
型篆刻作品。
金老从小培养起对印章、篆刻、
书法的爱好，
多年来，
每次收藏或者
自己刻一个印章，
他都会去研究、琢
磨，
“ 印章是中国独特的国粹之一，
我就想，能不能用这种形式来创作

一套有关国歌的篆刻。
”
如今，
《国歌》印章一套三幅作
品都已完工并装裱。
“ 单版尺寸为
62×62cm，双版印刷尺寸为130×
62cm，装裱后尺寸为200×100cm。”
金老介绍，
该作品使用阳文和阴文。
金老热爱收藏，
书画、工艺品堆
满客厅，还有一间收藏室陈列了700
多台相机。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
周年，
金老几乎与新中国一起长大，
这套巨型《国歌》篆刻作品，寄托了
他对新中国的美好祝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
拓 胡挺 摄影记者 张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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