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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4月18日电
记 者 18 日 从 生 态 环 境 部 获
悉，日前中国气候变化事务
特使解振华同美国总统气
候问题特使克里在上海举
行会谈。
双方就合作应对气候变
化、领导人气候峰会、联合国
气候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

大会等议题进行了坦诚、深
入、建设性沟通交流，取得积
极进展，达成应对气候危机
联合声明，重启中美气候变
化对话合作渠道。
双方认识到，气候变化
是对人类生存发展严峻而紧
迫的威胁，
中美两国将加强合
作，
与其他各方一道共同努力

应对气候危机，全面落实《联
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
《巴黎协定》的原则和规定，
为
推进全球气候治理作出贡献。
双方将继续保持沟通对话，
在
强化政策措施、
推动绿色低碳
转型、
支持发展中国家能源低
碳发展等领域进一步加强交
流与合作。

阴天有间断小雨 13～20℃ 北风 1～3级

增长25.7%

今年一季度成都实现
外贸进出口1742.4亿元

每周一早上，
资阳空港投资集团总经
理王胤就从成都家中出发，乘地铁到成都
东站，
坐上7时40分的高铁，
小憩26分钟，
8时06分准时抵达资阳北站，从容赶上上
班打卡；到了周五下班，又高铁+地铁返
蓉，
很快回家享受家庭时光。
像他一样生活在成都，
工作在德阳、眉
山、资阳的“候鸟族”越来越多，
这得益于成
德眉资同城化中，高效联通的现代交通圈
加快构建。
目前，
“两环三射”轨道交通骨架加快
构建。今年，作为成德眉资同城化、成都都
市圈建设的关键抓手之一，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建设还将得到全力推进——力争年内
开工建设成德S11线、成眉S5主线、成都
外环铁路；
全线贯通成都经济区环线高速，
争取天眉乐高速开工建设，建成天府国际
机场南支线高速等。
而“候鸟族”们最期待的，则是坐着轨
道交通快线直达那一天。

4月18日，成都海关发布
了今年一季度四川外贸进出
口“ 成 绩 单 ”：据 海 关 统 计 ，
2021年一季度，四川货物贸易
进出口总值1967亿元，规模位
列全国第8，较上年同期（下
同）增长25.6%。从全省看，成
都依旧保持“领头羊”
地位，
实
现货物外贸进出口总值
1742.4亿元，同比增长25.7%，
占四川外贸进出口总值的
88.6%，可以说实现了外贸进
出口“开门红”
。

今年一季度，
成都实现进
出口1742.4亿元，增长25.7%，
其中有哪些特色亮点？据成都
一季度，
四川货物贸易进
海关分析，
一季度成都外贸进
出口总值1967亿元，规模位列
出口呈现五大亮点。
全国第8，较上年同期（下同）
其中，
加工贸易进出口占
增 长 25.6% ，其 中 出 口 1100.9
比近七成，一季度，成都以加
亿元，增长40.7%；进口866.1
工贸易方式进出口1213.8亿
亿元，增长10.5%。同期，全国
元，增长22.2%，占同期成都外
进出口增长29.2%，其中出口
贸总值的69.7%。同期，以一般
增长38.7%，
进口增长19.3%。
贸易方式进出口231.4亿元，
一季度，
四川外贸进出口
增长23.2%，
占13.3%。
的“朋友圈”
相当给力，
主要贸
从 主 要 贸 易 伙 伴 看 ，美
易伙伴进出口均保持增长。
美
国、欧盟和东盟占据重要地
国、欧盟、东盟、中国台湾和韩
位。一季度，成都对美国进出
国为四川前5大贸易伙伴，合
口417.6亿元，增长40.8%，占
计进出口值占同期四川外贸
24% ；欧 盟 360.7 亿 元 ，增 长
进出口总值的72.8%，同时，四
35.9%，占20.7%；东盟343.9亿
川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
元，增长4.1%，占19.7%。同时，
出口580.6亿元，增长12.9%， 一季度，
成都对“一带一路”
沿
占29.5%。值得注意的是，一季
线国家贸易额持续增长，
进出
度，
四川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
口522.5亿元，增长11.8%，占
较快，进出口432.2亿元，增长
30%，其中进出口值排名前3
46.8%，占22%，较去年同期提
的分别为越南（200.9亿元）、
升3.2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
马来西亚（85.8亿元）、以色列
业 进 出 口 1410.1 亿 元 ，增 长 （38.6亿元）。
24.1%，占71.7%。国有企业进
此外，一季度，成都民营
出口123.8亿元，
下降7.6%。
企业进出口增速较快，
外商投
一 季 度，四 川 哪 些 产 品
资企业进出口1372.9亿元，增
“卖全球”
？机电产品占进出口
长24.4%，占78.8%；民营企业
主 导 地 位 ，出 口 机 电 产 品
进 出 口 290.8 亿 元 ，增 长
966.8亿元，增长43%，占同期
49.1%，占16.7%；国有企业进
四川外贸出口总值的87.8%， 出口77.9亿元，下降9.8%，占
其中笔记本电脑271.6亿元， 4.5%。
增长74.1%；平板电脑180.3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成德眉资
“候鸟族”
的幸福
市域铁路构建
“轨道上的都市圈”
如今，成都市民张女士不
再自己开车去德阳上班。
“动车
又快又方便，运行趟数也多，完
全没有必要开车！”她感叹说，
动车公交化运营让成德两地的
空间距离越来越小，更让“成德
同城”这个概念在老百姓心中
具象化了。
去年9月，成德眉资动车再
添“砝码”。成都、绵阳、德阳、乐
山、眉山、雅安六市联合购置
（租赁）的数列“天府号”动车组
列车陆续到位投运，配属于成
灌（彭）铁路、成雅铁路、成绵乐
客专三条线路，用于加密三线

管内动车开行。列车能够像地
铁一样“快起快停”，市民乘坐
动车犹如乘坐地铁。
今年2月，成都市域铁路公
交化运营改造一期工程正式投
用，
刷天府通坐高铁也随着工程
改造成为现实。
市民游客只需出
示移动终端的天府通App支付二
维码，
或是经实名认证的天府通
卡轻轻一刷，即可开闸进出站，
无需再刷身份证验票。
目前，都市圈城际间日开
行动车达107.5对，为公交化运
营前的3倍，日均客流量达3.8
万余人次，为公交化运营前的

3.5倍。成都市交通运输局正会
同资阳市、内江市相关部门与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积极协
商，力争通过路地合作实现成
渝高铁动车组加密开行，提升
成都、资阳、内江城际间出行服
务水平。
根据《成德眉资同城化暨
成都都市圈交通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三年实施方案（2020-2022
年）》，把轨道交通建设作为加
快同城化发展的优先事项，打
造轨道上的都市圈，加快构建
形成“两环三射”的都市圈轨道
交通网络骨架。

避免
“前分后混”

高速公路串起
“1小时生活圈”

指的是成都枢纽环线和成都外环
铁路。
铁路
。
●成都枢纽环线
把成都市主城区内圈55km国铁改造成一个环线，由东
环线和西环线组成。串联既有站进行公交化改造，并在既有
环线上增设8座车站，
开行市域公交化列车。
●成都外环铁路
将成都、德阳、眉山、资阳四市连接形成一个外环线，是
一条服务于成都平原经济区各组团之间城际客流、并兼顾部
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部跨线客流的城际铁路。

三射
指的是成德市域铁路S11
指的是成德市域铁路S
11线
线、
成眉市
域铁路SS5线、
域铁路
成资市域铁路SS3线。
成资市域铁路

●成德市域铁路S11线
位于成都市和德阳市境内，起于成都火车北站，止于德
阳火车北站。
●成眉市域铁路S5线
位于成都市和眉山市境内，
设S5主线段和S5仁寿支线段。
●成资市域铁路S3线
起于天府国际机场南侧的成都轨道交通18号线福田站
（机场南站），止于成渝客专资阳北站。已实现项目实质性开
工，预计2024年底通车试运营。

成都外贸进出口
加工贸易占比近七成

一季度四川外贸进出口
位列全国第8

“天府号”
动车组列车已投运。列车能够像地铁一样“快起快停”，
市民乘坐动车犹如乘坐地铁

两环

元，增长105.2%。此外，出口劳
动密集型产品44.7亿元，增长
52.8%，占同期四川外贸出口
总值的4.1%。同期，四川进口
机 电 产 品 777 亿 元 ，增 长
10.5%，占同期四川外贸进口
总值的89.7%，其中集成电路
578亿元，增长16.1%。此外，进
口 农 产 品 13.4 亿 元 ，下 降
10.7%。

4月17日，成都经济区环线
北段德都高速公路正在加紧建
高速公路北段（德都高速），
随着
设中。
箱梁高高吊起，
胥家特大桥开始
德都高速公路公司建管部
最后一跨梁板安装工作。
预计今
相关负责人表示，该高速按照
年6月底前，德都高速公路成都
工程进展分为三段，先期开工
境先期开工段将建成通车。
段为成都境师古互通至胥家互
成都经济区环线高速公路
通段。目前该段路面工程已经
俗称成都“三绕”，总里程425公
完成75%以上，土建施工完成
里，北至德阳、南到眉山、东达
99%以上，仅剩一些附属工程。
资阳、西连（成都）都江堰，是成
除先期开工段外，成都境内胥
德眉资四市人民满怀期待的一
家互通至玉堂南互通段、德阳
条通联大道。全线分东南西北
境施工段将于9月底建成通车。
四段施工建设，目前南段简蒲
待全线贯通后，成都经济
高速、西段蒲都高速、东段德简
区环线高速公路将画成一个
高速（成都境内段）已经开通， “圈”，串联彭州、什邡、绵竹、旌

成都制定垃圾分类
收运时间表和线路图

阳区、蒲江、邛崃、大邑、崇州、
都江堰、中江、金堂、简阳、仁
寿、彭山14个区（市）县，5小时
跑完全程！东南西北相邻两段
之间行车，车程大约1小时，这
也意味着成都平原经济区将形
成“1小时城市生活圈”
！
此外，成绵高速扩容正全
面开展工程建设，成乐高速扩
容计划年内全面开工，成南高
速扩容计划下半年开工，天眉
乐高速计划年内启动建设，成
渝高速扩容项目力争年内开工
建设……成德眉资高速通道将
更加畅通！

垃圾分类中“前分后混”
的问题，
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焦
点。近日，记者从成都市城管
委获悉，为解决该问题，目前
成都正在推行厨余垃圾和其
他垃圾分类运输时间表与线
路图。
“不光会有垃圾运输车
辆行驶的线路、停靠点位以
及每日收运时间，还会精确
到车牌号、承载量等。”成都
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目 前 正 在 收 集 核 查 全 市 261
个街道（镇）的分类收运时间
表和线路图，具体包括车辆
承载量是否与需要收集的垃
圾量匹配等细节。

其中，
S101路公交从眉山市
彭山北站出发，
终点为成都黄龙
溪旅游客运站，大约开行45分
钟。
2元钱就能乘坐跨市公交，
让
往返于成眉两地的乘客真正享
受到成眉同城化发展带来的实
惠。
到黄龙溪游玩的眉山市民蒋
先生感慨地说：
“方便了！
钱又节
约了，
眉山跟成都更近了！
”
还值得一提的是，S101路
公交线路投放的纯电动新能源
车，宽敞、安静、平稳，舒适度比
成德眉资四市公共交通已实现了
“一卡通刷，
优惠互享” 小型巴士更好。对此，眉山市公
交公司相关负责人称，这正是
成德眉资同城化工作启动
架（绕城高速至香城大道）改建
为了对标成都，改善两地乘客
以来，始终把交通同城化作为
段力争年底前建成通车，彭广
的乘车体验。
成德眉资同城化的先导和支
青淮快速路青白江欧洲产业城
由于成都、德阳、眉山、资
阳四市公共交通实现了“一卡
撑，按照“外建大通道、内建大
段计划4月底全面建成。
网络、共建大枢纽”思路，加快
而在四市毗邻
“断头路”
打通
通刷，优惠互享”，乘客还可以
构建以轨道交通为骨干的多节
项目中，
万罗路、
放高路、
三岔湖
持天府通成德眉资系列卡在四
点、网络状、全覆盖交通网络。
环湖路正加快建设，
计划9月建成
市通刷当地公交、地铁，并同享
除了轨道交通和高速公
通车，
蒲丹快速路一期工程、
积淮
本地市民乘车优惠政策。四市
路，快速路也在加快建设。来自
路计划年底前建成通车。
公共交通同城化达到京津冀、
成都市交通运输局的时间表显
在成德眉资公共交通网络
广佛、长三角等地区互通互惠
示，金简仁快速路（除沱江大桥
中，被市民青睐的还有跨市公
水平，
走在全国前列！
段）及成资大道计划6月建成通
交，目前已增至9条、日均客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车，货运大道新都区金凤凰高
量达2.2万余人次。
本报资料图片 制图 李开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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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运透明 打消大家顾虑

成都市垃圾分类管理中
心工作人员提供的一张厨余
垃圾收运时间表模板里，
记者
看到，
需要填报的项目包括作
业轮次、作业点位、点位地址、
作业时段以及作业内容。
同时
这些项目需要精确到每一辆
车。
表格下方需注明分类收运
小区公示 接受大众监督
管理责任人及联系方式；
监督
15日上午，在位于青羊区
管理单位及监督电话。
青羊大道16号的水木光华小
而在收运线路图中，
除了
区内，
记者在一处四分类垃圾
收运车辆行驶线路，
还需要标
桶旁的公示栏上看到，
除了垃
明停靠点位具体名称，
包括某
圾分类收运时间，引导员、监
某学校、某某小区、某某商场、
督员信息以及小区垃圾分类
某某中转站等。
成都市垃圾分
红黑榜等也在上面，
还有厨余
类管理中心相关工作人员表
垃圾、其他垃圾收运线路图。
示，
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明确收
“有了这张图，大家对厨
运单位的职责，
让整个收运过
余、其他垃圾的收运就一目了
程能够更加透明，
对收运单位
然了，
也便于大家一起监督。” 的要求更严格。
该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介绍，
除
“更重要的是打消 大家
了中间要停靠收运的小区点 ‘前分后混’的顾虑。”该工作
位，
线路图上还有垃圾转运处
人员表示，
成都市以街道为建
理的点位。
另外收运车上安装
制开展生活垃圾分类，
目前正
了GPS定位系统，实时记录行
在核查各个区（市）县上报的
车线路及时间。
辖区内镇（街）的厨余垃圾、其
负责青羊区光华街道生
他垃圾收运时间表线路图，
确
活垃圾分类收运工作的环卫
保其运力能够和实际收运量
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
为了生
匹配。
同时鼓励小区物业公示
活垃圾清运定人、定车、定时、 所在辖区厨余垃圾、其他垃圾
定线路，
光华街道要求环卫公
收运时间表线路图，
便于广大
司固定配备厨余垃圾收运车
市民了解监督。
15台、其他垃圾收运车9台、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打通
“断头路”增开跨市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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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物收集车5台、有害垃圾
收运车2台，收运员31人，按照
厨余垃圾每天两次、其他垃圾
日产日清、可回收物每周2次、
有害垃圾每月1次的频率进行
收运，并在收运车上安装GPS
定位系统，
实时记录行车线路
及时间并不定时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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