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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7日下午，记者在这个路口观察了1
小时左右，旁边有新开通的地铁7号线
龙爪堰站，因为周末车流量不算大，没有
出现堵塞的现象，一切都井然有序。

“7号线开通后，可能是人流量大了，
所以多了很多红绿灯。”附近经商的李女
士说，以前这里没得那么多红绿灯，自从
7号线龙爪堰站开通后，这里又多设置了
几个红绿灯，“现在过一个街要等好几个
灯呢，但是比以前感觉安全多了。”

记者实地测算了一次，从东北角走
到西南角，要过8组红绿灯，算上读秒通
过的时间，走到对角花时1分半钟。记
者在观察时发现，红绿灯设置比较多，绝
大多数行人和电动车都能自觉遵守红绿

灯，红灯的时候在安全岛自觉等待，整个
路口交通秩序良好。不过，也还是有个
别心急的人闯红灯，尤其是一些电动车，
看到没车的时候就冲了过去。

这个路口自从设置复杂红绿灯
后，交通状况改善指数如何，整个路口
的通行效率提高了多少？建设部门未
来有没有在路口新建人行天桥的设
想？记者7日下午尝试联系了相关部
门，初步了解到，该路口刚改造完不
久，具体的一些管理还未完全移交，但
根据这个路口改造后的实际情况，设
置这些红绿灯都是从安全和维持交通
秩序的目的出发，目前运行良好，也得
到了市民的认可。

一个路口 个红绿灯
中环路武阳大道龙腾西路口为成都最多红绿灯路口

一闪一闪亮晶晶
满眼都是红绿灯

管理部门：路口交通复杂，红绿灯设置有利于交通参与者的安全

773
成都人常说：“成都西门堵”。城西就有这样一个路口，出城

干道与中环路交叉，曾经人车混杂，车行到此就头疼。于是，城
建部门来个大手笔，索性在两个路口双跨立交加匝道转换。当
地铁 7 号线站点也“挤”到这里的时候，这里就“热闹非凡”了。
它就是中环路武阳大道龙腾西路口。近日，有网友发现了一个
有趣现象，这个路口如今，不但双跨立交，有地铁站，而且红绿灯
在此密集“布阵”。网友数了数，这里有37个红绿灯，上下班时，
各行其道，人车混杂的现象改观了不少。

7日下午，记者到现场，也尝试认真数了一下，但实地走访最
大的感觉，确实用两个字形容：壮观。或许，这里是目前成都红
绿灯数量之最的路口。目前该路口刚改造完不久，管理部门称
路口交通复杂，红绿灯设置有利于所有交通参与者的安全秩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逢春 见习记者 何方迪 田之
路 摄影报道

1月7日，记者了解到，成都天府空
港新城交通规划出炉！新城规划包括区
域交通和城市内部交通两个方面。区域
交通方由铁路、城市轨道、高快速路组
成。新城内部交通主要是建构便捷的公
共交通体系。实现航空、铁路、城市轨
道、公路“空铁公“多式联运交通体系。

四川省委十一届二次全会上，天
府国际机场和国际空港新城建设被列
入关系四川未来发展的“四项重点工
程”，被赋予建设成为枢纽、门户的使
命。在定位上，依托空港新城自然生
态本底，在 483 平方公里规划范围内
形成“双轴一带、一港一核、六川六片”
的区域空间布局。其中，“双轴一带”
在南北向、东西向，将确立龙泉山东侧
新城发展轴与天府新区拓展轴，围绕
龙泉山、三岔湖构建生态景观带。“一
港一核”依托成都天府国际航空港，在
其西侧的绛溪河两岸，规划建设“国际
消费中心、商业商务中心、奥体中心和
政务服务中心，构建新城极核。“六川
六片”充分利用现状自然山水环境，以
绛溪河、海螺河、毛家河等6条主要河
流廊道自然划分形成金坛、绛溪北、绛
溪南、三岔、机场北、机场南 6个城市
发展片区。

客运高铁
高铁与航空无缝接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注意到，
在区域交通方面，客运高铁直接进入机
场，实现与航空的无缝接驳，并在新城内
部设置站点打造枢纽。货运铁路临近机
场设站，构建多式联运体系。同时，在新
城与新机场、中心城、天府新区、东进地
区之间，规划有多条城市轨道和高快速
路，实现便捷通达。内部交通方面，建设
绿色公交城市，规划成体系的城市轨道、
快速公交网络，并在此基础上搭建慢行

交通体系。
在铁路交通上，绛溪北片区预留“成

自高铁北外绕通道”并设立高铁客运站；
机场北片区依托天府国际机场，设立高
铁货运站。

机场南片区依托货运外绕线及成都
经济区环线高速公路，设置普速铁路货
运站。

轨道交通
4条外部轨道和若干内部轻轨

轨道交通上，对接成都市轨道交通
线网，规划18号线、13号线、24号线、简
阳环线4条外部轨道和若干内部轻轨。

目前地铁18号线正在建设当中。
该线路正线起于成都南站，向南延

伸覆盖天府新区中央商务区直至天府新
站，之后沿成都三岔湖旅游快速通道向
东穿越龙泉山后到达机场南站，再向北
进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航站楼。运行时
速140公里，可实现与成都中心城区、天
府新区的快速联系。

高快速路网上，构建“两横两纵”高
速路网和“三横两纵”快速路网，此外还
有一条龙泉山东侧新城联系轴强化“东
进”区域新城之间的联系。通过“2横2
纵”高速路加强与成都中心城区、天府新
区的联系。通过“3横2纵”快速路进一
步加强与成都中心城区、天府新区及“东
进”战略各新城间的联系。

公共交通体系以轨道交通为骨干，
快速公交和常规公交为支撑，慢行交通
为补充的新城公共交通体系。地面公交
站点根据用地功能实现差异化布置，充
分与城市轨道交通站点结合，实现无缝
换乘。

此外，对接成都市天府绿道建设规
划，天府空港新城还规划了“四级绿道+
四级驿站”慢行系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想玲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媛莉）省
委办公厅日前印发《中共四川省委四
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表扬2016年县域
经济发展先进县和命名县域经济发
展模范县的决定》，对全省涌现出的
28个2016年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进
行表扬，并命名8个县（区）为县域经
济发展模范县。

这是四川继2015年之后第二次
命名县域经济发展模范县。

根据表彰名单，此次县域经济
发展先进县（市、区）评定分为重点
开发区和市辖区县、农产品主产区
县、重点生态功能区县三大类别，主
要表扬在经济发展、民生保障和生
态改善等方面成效突出、协调发展的
县（市、区）。

根据决定，省委、省政府对被评

定为2016年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的
成都市金堂县、成都市龙泉驿区、成
都市双流区、巴中市恩阳区等28个县
（市、区）予以通报表扬，将连续3年
（2014年至2016年）被评定为县域经
济发展先进县的成都市龙泉驿区、眉
山市东坡区、成都市双流区和绵阳市
涪城区等8个县（区）命名为县域经济
发展模范县。

记者梳理数据发现，2016年县域
经济发展先进县包括14个重点开发
区和市辖区县，5个农产品主产区县，
9个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其中，成都
双流区、金堂县、都江堰市、新津县、
崇州市、蒲江县、龙泉驿区、邛崃市和
新都区等9个县（市、区）上榜，双流和
龙泉驿区还被评为县域经济发展模
范县。

为总结经验、激励先进，促进全
省县域经济科学发展、加快发展，形
成各具特色、竞相发展的新格局，
2016年下半年，我省印发《中共四川
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表扬2015
年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和命名县域
经济发展模范县的决定》，对全省涌
现出的28个2015年县域经济发展先
进县进行表扬，并命名5个县（区）为
县域经济发展模范县。

那是我省首次命名县域经济发
展模范县。

相较于首次命名的县域经济发
展模范县名单，本次公布的2016年
县域经济发展模范县名单新增了三
个，一共有8个名额。通过两年数据
的对比，只有成都市龙泉驿区和平武
县是连续两年上榜。

新作为新时代 新气象

成都中环路武阳
大道龙腾西路口
改造完成，设置
了37个红绿灯

37个

从东北角走到西
南角，要过8组红
绿灯，算上读秒通
过的时间，走到对
角花时1分半钟

测算

路口交通复杂，
红绿灯设置有利
于所有交通参与
者的安全秩序

原因 7日下午，记者来到了中环路
武阳大道龙腾西路口。因为是周
末，路口人车流并不拥挤。正如网
友调侃的“成都最多红绿灯路口”
所述，一眼望去，路口桥下，到处都
是红灯、绿灯，读秒、闪烁转换、停
下、通过。

寒风中桥下兜售头盔的摊贩
告诉记者，这个路口铺完沥青才不
久，红绿灯也是前一段时间刚安装
到位的。“我在这摆摊，以前这里没
几个红绿灯，现在到处都是，数不
清好多个。”她笑着说。

在路口走了几个来回，记者在

现场反复清点，这个路口有37个
红绿灯，但是它们的具体点位和分
布很难用文字描述，也许到实地才
能完全搞清楚。

记者找到了路口一家二手房
中介店员工，一位男员工说，他以
前到店里上班时，这个路口开始
修地铁，交通秩序一直比较乱，人
车混杂，也很拥堵。几个月前，两
个跨桥修好后，桥下面和四周的
路面坑洼颠簸，直到路口的地铁
站启用，不久前才铺好沥青划了
线，整个路口就彻底大变样，变得
清爽多了。

通过走访了解和观察，这个路口设
置如此密集的红绿灯来规范交通秩序，
应是跟路口大改造有关。在改造前，这
个往草金立交方向出城的干道和中环路
交叉，是西门一个比较拥堵的路口，以前
红绿灯只有几组，设置也比较简单。

随着地铁7号线开建，为了解决该
路口拥堵和方便枢纽转换，成都相关部
门同步建设两座大型跨桥，武阳大道南
北向跨过路口，龙腾西路往晋阳路出城
方向又在跨桥上方再跨越，且两座垂直
分布的跨桥设置了匝道的互相转换。

枢纽功能大大增强，机动车敞开跑
了。但在桥下，加上地铁7号线龙爪堰

站的4个出站口分布在路口，走路骑车
的人就遇到了一点小尴尬：因为跨桥、匝
道、桥墩、绿化带遍布，桥下被割裂成众
多的小站岛，不管是直行过马路，还是桥
下左右拐，都必须从多个站岛间的斑马
线分批通过。

于是，在这些一个连一个的站岛两
侧，一个斑马线被分成了两到三段，每一
段都有专门的人行红绿灯，记者还观察
到机动车右转车道上，为了尽量不让人
车冲突，也为行人设置了红绿灯。另外，
桥下也有车辆要直行左转，也需要红绿
灯读秒提示。这么一算，数量不知不觉
就上去了。

37个
成都最多红绿灯路口

原因/ 桥下多个站岛需分批通过

观察/ 交通秩序良好有个别闯红灯

四川表彰28个县域经济发展先进县

龙泉驿平武蝉联模范县

制图/杨仕成

成都天府空港新城最全交通规划出炉

预留高铁站
规划4条轨道交通

全景图片中有27盏红绿灯，还有10盏未入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