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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中心城区慢行系统
今年要达到60公里以上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殷航 赖
芳杰 实习生 张豪）1月6日上午10
时，成都市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开幕。成都市人民政
府代市长罗强作《政府工作报告》，
从九大方面详述成都今年的发展

轨迹。2017年，成都将加快建设
西部经济中心、西部科技中心、西
部文创中心、西部对外交往中心、
西部综合交通枢纽等，力争实现地
区生产总值增长7.5%左右，全社会
固定资产投资9200亿元，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长7.5%。
《政府工作报告》明晰，成都将

规划建设龙泉山东侧工业发展走
廊，加快形成“3+N”工业发展格局，
持续做强工业经济，争创“中国制造
2025”试点示范城市。打造龙门山
（大青城）和“三湖一山”生态旅游功
能区，力争游客总数达2.1亿人次，
推出创意经典“成都礼物”。

城市建设方面，今年成都将规

划建设成都大剧院、自然博物馆、成
都美术馆、三国蜀汉城等重点文化
设施，打造东华门、邛窑等5个大遗
址公园，并在摩洛哥建设文化中心。

交通升级，继续推进“蓉欧+”
战略，力争全年开行1000列以上，
增设天府新区（新津）铁路口岸。同
时，启动建设天府国际机场临空经
济区，加快双流机场扩能改造，力争
国际（地区）航线达98条，客货吞吐

量分别突破 4800 万人次、62 万
吨。继续完善市域交通体系，加快
建设地铁5号线、6号线、18号线等
10个项目，开通运营地铁7号线、
10号线一期、4号线二期。

推进成都中心、成都科学馆、城
市音乐厅、音乐坊建设，建成投用成
都演艺中心等项目，开工建设国际
会议中心、国际足球中心、奥体中心
等10个重大项目。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建立
行人、非机动车和公交车优先的路
权体系，完善城市慢行系统，试点建
设自行车高速公路，鼓励支持共享
单车、共享新能源汽车等共享交通
健康发展。此外，今年成都将实施
健康成都战略，实施“互联网+医
疗”行动，推动医疗机构间信息共
享、检验检查结果互认，探索建立市
民全生命周期健康档案系统。

除了摸清家底和激励政策之
外，智慧环保的程度也在不断加
深。

今年开始，成都市环保局将着
力加大环保科技的投入，其中一项
措施就是在现有监测点位的基础
上，加强空气监测微站的建设。王
锋君透露，“成都市将在中心城区
布置上百个微型监测站，站点全部
联网，哪个站点的相关数据突然升
高，就能马上采取行动，截断污染
物慢慢积累的过程，逐步实现污染
防治精准化。”

同时，还将强化第三方监测机
构和市民监督，除了政府的监测机

构外，还会通过政府采购找第三方
机构监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成都市十六届人大五次会议开幕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成都今年试点建自行车高速公路

自行车高速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让成都
市人大代表魏忠奇兴奋的是，看到
了成都市的改变。今年成都要建立
人、非机动车和公交车有限的路权
体系，完善城市慢行系统，试点建设
自行车高速公路。鼓励支持共享单
车、共享新能源汽车等共享交通健
康发展。

“我理解的自行车高速公路，并
不是更快。”魏忠奇说，所谓的高速
公路不是强调速度，是要保障出行
的便捷和畅通，打造一个安全舒适
的骑行环境。

恢复慢行系统是上海城市发展
规划中的重要内容，上海计划在
2020年成为慢行交通高品质城市，
2040年成为全球慢行交通标杆城
市，将两轮车和步行的分担率维持在
50%以上，慢行系统专门设施或者空
间的占有率达70%以上，即需要有隔
离的自行车道达到70%以上。

成都市有关负责人表示，成都
市也在全力打造中心城区慢行系
统，今年要达到60公里以上。

2016年初，德国开通了第一条
5公里长的自行车高速公路，没有
红绿灯、没有汽车，路况良好。自行
车迷们认为，这一举措将缓解城市
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

据报道，这条自行车高速公路
将德国西部10个城市和4所大学
连接起来，主要沿鲁尔工业区
（RVR）废弃的铁路轨道行进，这条
路线两旁两公里区域内生活着约
200万人，部分路段将用于上班族
日常通勤。新型自行车道大约4米
宽，有超车道，通常通过高架桥和立
交桥跨越公路。在冬天，这条路会
被照亮，若遇到下雪会及时除雪。

这一做法得到德国其他地方的
响应。法兰克福金融中心将规划
30公里长的道路，南至达姆施塔
特；慕尼黑也在其北部郊区绘制出
15公里的自行车道；纽伦堡则发起
了一项连接四座城市的自行车路径
的可行性研究。在首都柏林，早在
2015年就批准了城市中心与西南
郊区自行车通道的可行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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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车危险穿插
共享单车要争路权

共享单车

“今天你骑单车了么？”当共享
单车席卷成都，骑自行车成为一种
新的时尚。目前，成都已经成为各
单车品牌必争之地，摩拜单车联合
创始人夏一平曾表示，未来将在成
都投放车辆高达10万辆。市民骑
车的兴趣调动起来了，却催生了骑
行的安全问题。成都市人大代表魏
忠奇说，和机动车争路权，自行车仍
然处于弱势地位。

作为资格的骑行爱好者，原成
都13中老师魏忠奇的骑行生涯始
于1982年。那时，成都的机动车还
很少，道路还很幽静。

“我在骡马市上班，住家在北
门。”魏忠奇说，每天单程半小时，沿
途既可以呼吸下新鲜空气，又可以
锻炼身体，非常舒服，“现在成都的
骑车环境不如20多年前了。”

骑着共享单车，公交车、汽车从
身边呼啸而过，这是大多数骑行者有
过的体验。“这种体验背后是深层次
的安全问题。”魏忠奇坦言，他曾目睹
多起自行车和机动车相撞事故。

“为了减少机动车拥堵，道路设
施建设、交通空间与路权分配等方
面都向机动车倾斜，造成骑行环境
无法改善。”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
城市交通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尹志芳
曾表示，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缺
乏隔离带，导致机动车和非机动车
常常借道行驶。由于骑行受限，很
多自行车在人行道上骑行。同时，
非机动车左转等待红绿灯时间过
长，导致很多骑行者直接选择逆向
行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
想玲 实习生 罗田怡

共享单车有序停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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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起，成都大气质量每月排名

奖励不设上限
罚款要遭双倍
成都市环保局局长王锋君：改善得好的区市县一年可领千万元

真诚，这是成都市环保局局长王锋君给人的最大感受。这位刚上任
4个月的环保局负责人，总会不自觉地掏出手机，点开环境监测总站和市
环保局的空气质量APP，实时AQI指数、空气质量级别，了然于心。

“最近，我每个小时都要看次数据。”1月6日，参加《政府工作报告》
协商建言座谈会的王锋君，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
环保工作任重道远，需要一步步扎实改善和实现。

新的一年，成都市的环保工作将有哪些新的举措和目标？又将迎来
哪些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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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关键词
今年上半年
公布污染源重点监控企业名单

去年12月，成都市环保局公
布了全市生产企业中涉气的78家
重点企业名单，请市民加入到对其
污染排放的监督行列中，及时举报
违法排放行为。

2017年，成都市环保工作公
开透明的程度将更高。

“我们将强化重点污染源实时在
线监测，并向社会公布污染源重点监
控名单。”王锋君说，上次公布的属于
排放量较大的企业，而类似的单位在
成都还有不少。因此，对于涉气、涉

水企业，设立台账，摸清家底，成为眼
下成都市环保局即将展开的工作。

另一方面，成都市环保局还将
对有排放量的企业，实现在线监测
系统全覆盖。“争取用一到两年的
时间实现这项工作。”在王锋君看
来，除了公布重点监控企业名单
外，对于这些企业的实时排放数
据，也将实现及时发布。“目前打算
调查清楚一批，就公布一批，今年
上半年实现污染源重点监控企业
名单公开，最终实现用数据说话。”

激励关键词
大气质量月排名
设改善奖惩机制奖励金额无上限

从今年开始，成都市将对22
个区（市）县的大气质量进行月排
名，并建立改善奖惩机制。王锋君
表示，将主要考核各个区市县的
PM2.5指数以及优良天数两项指
标。“每年会对各个区市县下任务，
完成目标有基本奖励，超过目标有
额外奖励。同时，根据同比改善程
度有奖励，若是有指标不降反升

的，将双倍惩罚。”
王锋君说，这更是一个激励

机制。“有了月排名后，长期‘垫
底’的区（市）县会有压力，激励
他们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作出更
多改善。”

在奖励金额上，王锋君坚定表
示，“激励金不封顶，改善得好的一
年可领到千万元，一定会兑现。”

科技关键词
增设空气监测微站
站点联网对最大污染源精准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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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 不敢腐目标初步实现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6日上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
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上发表重
要讲话。他强调，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强化党
内监督，推进标本兼治，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
入，不断增强全面从严治党的系统性、创造性、
实效性。

习近平指出，经过全党共同努力，党的各
级组织管党治党主体责任明显增强，中央八项
规定精神得到坚决落实，党的纪律建设全面加
强，腐败蔓延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反腐败斗争压
倒性态势已经形成，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
能腐的制度日益完善，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
党内政治生活呈现新的气象。 据新华社

制图/高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