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
想玲）近日，中国铁路总公
司、四川省人民政府对《成都
铁路枢纽规划（2016—2030
年）》进行批复，同意对成都
枢纽总图进行修编。

11 月 7 日，记者从成
都发展改革委获悉，此次
批复的枢纽规划范围北至
宝成铁路德阳站（含）；南
至成昆铁路眉山站（含）；
东至成渝高铁资阳北站
（含）；西至成蒲铁路大邑
站（含）。规划年度 2030
年；远景展望 2050 年；近
期工程2020年。规划的路
网由成渝、成绵乐高铁等
既有铁路、成贵等在建铁
路和成都—自贡城际等规
划铁路组成。

根据该规划，在规划
年度内，成都将形成衔接
西安、重庆、贵阳、昆明、西
宁（兰州）、拉萨、达州等 8
个方向，13 条干线引入的
大型放射状枢纽。其中，
客运系统规划形成成都、
成都东、十陵站以及天府、
成都南站、成都西站等“三
主三辅”客运站布局，并在
天府机场站规划预留空铁
联运重要客运节点的条
件，在枢纽既有环线及成
灌、成蒲等线间设置相关
联络线或增设相关站点满
足开行市域客车条件；货
运系统规划形成“1+1+

17”三级物流节点网络。
成都北为枢纽编组站，规
划期维持现有三级六场站
型及规模。规划成都—自
贡、朝阳湖—彭山段、成都
—三台城际、成都—绵阳
城际等引入线、疏解线及
联络线。

根据该规划，近期的
铁路工程有成都—自贡城
际及相关工程；川藏铁路
引入枢纽工程（朝阳湖—
彭山段）；宝胜物流基地工
程；利用既有线路开行市
域客车相关改造工程。

下一步，成都市将进一
步加强与成都铁路局协同，
有序推进铁路项目规划实
施，做好城市交通和市政配
套等，促进城市和铁路协调
发展。

铁总表态
西成高铁开通进入倒计时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智 实习生 唐依
然）11月7日，中国铁路总公司微信公号推
送文章称，在经过连续4个月联调联试，开行
各类试验列车1333次后，西成高铁迎来开
通运营倒计时。这也是近来铁路部门官方
首次就西成高铁开通表态。

官方报道称，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联调
联试的区段为西安北至江油段，全长约509
公里，共设西安北、佛坪、洋县西、城固北、汉
中、宁强南、七盘关、广元、剑门关、青川、江
油北、江油等16座车站。

自6月6日开始现场准备以来，在中国
铁道科学研究院开发部的统一组织协调下，
研发中心具体牵头，机辆所、铁建所、通号所、
环保所、信息所等9个单位200多人参与现
场检测，先后克服了多试验区段划分、长大坡
道及隧道通过试验、枢纽地区复杂试验工况、
重点隧道复测等一系列困难，历时4个月圆
满完成了试验任务。最高试验速度达到
275km/h，总计开行各类试验列车1333次，
累计检测总里程约83432公里。各系统接口
关系及整体系统满足设计要求，实现预期目
标，为开通运营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

西成高铁年内开通运营后，成都至西安
列车用时将从目前的13小时缩短至3小时，
周五下班赶高铁，川陕两地居民就能到西安
或成都来个周末两日游。

目前，西成高铁尚未开通，成都到西安
航班大幅减少，业内人士袁成奇认为，航空
公司受中短线高铁开通的压力而取消航班，
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

成都和西安都是中国的西部重镇，双流
机场和咸阳机场都是国内排名前十的大型
航空港，2016年两地间往返航班乘客约113
万人次，该航线仅旅客运输就有8亿元左右
收入。

如今，中国高铁赞誉不断，不仅仅是因为
其高速、安全、环境好，还有一项又一项贴心
的服务。毋庸置疑的是，西成高铁的开通，必
将“抢”走航空公司很大一部分客流，但是西
成高铁也将给成都至西安沿线带来更多机遇
和发展，增强两地人才及经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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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四川

根据公告，拟建设的成都自
然博物馆项目占地约85.3亩，建
筑面积约6.27万平方米（地上建
筑面积约4.97万平方米，地下建
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新建面
积约3.57万平方米。拟通过比选
方式，择优选择项目概念性设计
方案征集工作代理机构。

该项目位于成都理工大学西
北侧，囊括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新
馆。将以文化教育为主线、科普教
育为核心、地学展陈为特色、典藏
建设为基础、应用技术为纽带。在
概念性设计中，将以成都理工大学
及其博物馆资源为基础，以周边区
域文化资源为呼应，集前瞻未来
性、开放流畅性、多元集成性、智慧
体验性于一体。项目建成后将填
补成都市尚无自然博物馆的空白。

根据方案，修建过程中将以约
71亩的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新馆
为基础，不拆除现有建筑，整合周
边约14亩地块修建。成都自然博

物馆由老馆和新馆组成。其中，老
馆内将设置临时展厅、观众服务、
学术交流厅、科普教育、综合办公、
信息资料等区域，新馆内将有藏品
库、标本修复和制作区、地下车库。

今年3月，成华区曾公布该博

物馆效果图（初稿），博物馆外观
设计理念参考了合川马门溪龙、
DNA分子、太阳神鸟等元素，体
现出博物馆新老建筑融合统一，
象征时间、空间、宇宙以及传承本
土文化的特色。

彭州纪委出台制度
规范特邀监察员行权履职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笑）“作为一名光
荣的特邀监察员，我们将以十九大精神为指
引，认真学习纪检监察法律法规和业务，严
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纪律……”近日，彭
州市特邀监察员聘任大会上，特邀监察员赵
洪刚做出庄严承诺。

今年以来，彭州市进一步规范特邀监察
员选聘的“六大程序”，严格把好人员准入关
口，改变过去由各单位推荐上报的方式，实
行先由个人自主报名，后由市人大、市政协、
市委统战部、组织人事等部门提供意见建
议，最终由市纪委统筹考察的方式，择优聘
任政治素质好、参政热情高、监督能力强、联
系群众紧、社会影响力强的人员，按照这种
聘任办法，今年彭州纪委从行政机关、社会
团体、民营企业、基层群众中，聘任了30名
特邀监察员。

彭州纪委修订完善了《彭州市特邀监察
员组织管理制度》《接待群众来访工作制度》
等8项保障制度，促进特邀监察员工作规范
化、制度化。

为防止特邀监察员出现“只占位子、不
干事”的情况，彭州纪委加大了考核，为特邀
监察员布置了“五个一”工作任务，即参加一
次工作座谈会或业务工作会；参与一次群众
来访接待；反映、转递一条与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相关信息；提出一条工作意见
建议或撰写一篇调研报告或工作体会文章；
参加一次专项检查或案件调查活动。年终
彭州纪委将对特邀监察员进行动态管理，对
表现优异成效突出的予以通报表扬，对不履
行特邀监察员职责和义务的，能力素质不胜
任、作风纪律不过硬等不适合继续担任特邀
监察员的按程序予以解聘。

23.9℃！
成都迎十年来最暖“立冬”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11月7日
13时38分，“立冬”节气到来。这个立冬不
太冷，在太阳的“烘烤”下，成都最高气温回
升至23.9℃，是最近十年来，最温暖的“立
冬”。

进入11月以来，四川盆地大雾频发。
11月7日，四川省连续第6天发布大雾橙色
预警信号。监测显示，当天早上，成都、广
元、绵阳东部、德阳、眉山、达州、巴中、南充、
广安、遂宁、资阳等多地出现大雾天气，其中
成都双流、德阳广汉、绵阳三台、南充高坪等
地能见度小于100米。

7日上午9点过，大雾还未散去，太阳已
提前露脸。就在这一天的13时38分，太阳
来到黄经225°，“立冬”节气开始。此时，在
一股冷空气的影响下，北方开启“水结冰，地
始冻”的模式，而成都却享受着太阳的“烘
烤”。

7日，成都最低气温虽然只有9℃，但随
着太阳的出现，气温陡增，午后，成都最高气
温达到了23.9℃，是最近一个多月以来，最
温暖的一天。记者查询历史数据发现，这也
是最近十年以来，成都最暖的“立冬”。

白天的温暖只是表面，平静的天气背
后，弱冷空气已经开始有小动作了。据成都
市气象台预计，9日，这股弱冷空气将到达

“战场”，成都最高气温降至19℃，零星小雨
也会在当晚抵达。

不过，在冷空气到达之前，8日，盆地大
部依旧是多云天，最高气温在22~25℃，最
低气温将比7日高一些，在14~16℃。要提
醒大家的是，今天早上，依旧要小心有雾来

“添堵”。

人数最少
仅有4名男生和10名女生

波兰语专业的首批学生中，
有4名男生和10名女生。他们来
自于中国香港、山西、重庆、广东、
湖南、四川、山东等地。

张以文是香港人，她是14名
波兰语专业的学生之一。“我本来
念英语专业，刚转专业学习波兰
语。”张以文告诉记者，波兰语专
业是英语教学，不仅能学到波兰
语，也能学习英语。目前，她已经
学习波兰语2个月，已学会一些简
单的交流用语。

“今年，波兰语专业不在高考

招生目录里，这批学生是通过转
专业的方式就读。”川大外国语学
院院长段峰说，川大与华沙大学
组建了一个选拔小组，在全校学
生中选拔出14名。因为课程采用
全英文授课，英语好是首要选拔
条件。明年川大可能会将波兰语
专业加入高考招生目录中。

目前，全国开设波兰语专业
的高校并不多。据段峰介绍，北
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第二外国语
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有波
兰语专业。四川仅有四川大学
和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有
开设。

另外，段峰还透露，为了给

“一带一路”提供更多外语专业人
才，未来川大将计划开设匈牙利
和德语相关专业。

模式创新
2年在川大学习 3年波兰学习

毕业时，张以文可以获得双
学士学位。一个是波兰语，另一
个是国际关系或经济学。

该专业的一大特点是，在四
川与波兰两地求学。张以文在川
大学习2年后，将到波兰华沙大学
学习3年。华沙大学是波兰排名
第一的大学。那里为这批学生准
备了2个选择：经济学院或者国际
关系学院。

“语言不是学习的目的，而
是工具。我们将培养复合型人
才。”段峰具体介绍说，学生前两
年在四川大学以英语为中介语
学习波兰语文化基础知识和语
言运用技能、经济或国际关系
基础知识。教师是3名来自华
沙大学的老师。第三年，他们
将在华沙大学语言文化中心继
续强化语言学习。第四、五年非
常关键，他们将在华沙大学经济
学院或者国际关系学院精修专
业知识。

张以文对未来已有打算。她
计划以后到波兰学习国际关系，

未来从事翻译行业。“学生的就业
前景非常可观。”段峰认为，学生
毕业后可就职于国家外事机关、
中国及欧洲的研究机构、高等院
校、外资外贸企业等部门。在中
国发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创新
创业的大背景下，同时具有波兰
语和英语语言技能及经济、国际
关系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复合
型人才一定会有一番大作为。

/知道多一点/
波兰副总理访川

促成波兰语专业筹建
四川大学外国语学院波兰语

专业建立于2017年，是因响应国
家“一带一路”倡议和中东欧“16+
1”合作的进一步推动而诞生的创
新型专业。

川大波兰语专业的筹建过程
一直受到波兰国内各方面的高度
重视。2016年10月波兰副总理兼
科学和高等教育部长雅罗斯瓦
夫·戈文访问川大的时候，双方就
落实了筹建波兰语专业的计划。
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华沙大学
和四川大学领导先后两次互访，
就专业筹建的具体问题逐一达成
共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揭秘四川大学人数最少的专业

波兰语专业仅14名学生 全英文授课

成都拟投12亿建设自然博物馆 全球征集设计方案

家门口来一场

狂暴的史前生物、野蛮的古代战士、被时
间的流沙埋掉的原始部落、非洲的草原
动物……看过电影《博物馆奇妙夜》的朋

友，可能会对电影中的取景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印
象深刻。备受关注的成都自然博物馆也有新的进展
了。全新的设计和互动理念，让你在家门口感受到

“奇妙一夜”。11月7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了解到，成都城投集团近日在官方网站公布了《自然
博物馆方案征集代理机构比选公告》，成都将在位于
成华大道东三段的成都理工大学西北侧，修建总投资
12亿元的成都自然博物馆，并拟向全球征集概念性设
计方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想玲

成都铁路枢纽新规划获批
通达8个方向引入13条干线

未来形成“三主三辅”客运站布局

秋日，阳光透过梧桐
叶，洒在 四 川 大 学 校 园
里。一首欢快的波兰语
歌曲“森林里漫步的小女
孩”从校园楼里悠扬飘出
……这是19岁的川大学
生张以文学会的第一首
波兰歌曲。

11月7日，四川大学波
兰语专业启动仪式举行。
这个专业仅有14名学生，
是目前川大学生人数最少
的专业。毕业时，学生可
以获得波兰语和经济学或
者波兰语和国际关系的双
学士学位。

波兰驻成都总领事卡
夏也来到现场，为同学们
讲解波兰的历史文化。她
说，在“一带一路”倡议的
推动下，中欧班列（蓉欧快
铁）连接了四川与波兰。
也正是得益于“一带一路”
倡议，波兰语专业才得以
在四川开设。

成都自然博物馆主体建筑之
外的园区为延展区，计划将设有
与博物馆展示主题及整体形象相
呼应的景观、小品，满足户外演
艺、互动体验、人流疏散、公共设
施配套等。

成都自然博物馆将参考英
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美国自然
历史博物馆以及上海自然博物

馆、重庆自然博物馆等著名博
物馆展陈内容设计，拟将陈列
主题分为两类 4 大模块，即常
设科普展览主题和常设科普互
动体验主题。拟设的 4大模块
为：演化乐章（宇宙、地球、环
境、生命演化过程）、生命画卷
（多姿多彩的现代生命世界）、
文明史诗（人类文明兴衰与愿

景）、时空漂移（互动体验零距
离）。

届时，市民除了能看到成都
理工大学保存的隆昌铁陨石、四
极石、大竹重庆鱼、合川马门溪龙
等珍贵标本，还可参加成都自然
博物馆内设置的迷踪寻宝、恐龙
赛跑、化石翻模、牙牙世界等9大
类科普互动活动。

演化乐章（宇宙、地球、环境、生命演化过程）
生命画卷（多姿多彩的现代生命世界）
文明史诗（人类文明兴衰与愿景）
时空漂移（互动体验零距离）

博物馆外观
结合马门溪龙等元素

设两大主题
市民可参与迷踪寻宝

本稿全新闻
浏览封面新闻APP
www.thecover.cn

博物馆奇妙夜博物馆奇妙夜
解读1

解读2

/探秘之旅令人期待/

常设科普展览主题、
常设科普互动体验主题

类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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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自然博物馆效果图。

11月7日，四川大学波兰语专业启动仪式举行。

大
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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