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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新征程 合作发展新机遇

2018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投资推介会
暨项目合作协议签署仪式举行

彭清华致辞 尹力主持 柯尊平邓小刚出席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熊英英 实习记者 刘
旭强）4月18日，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一
季度四川经济形势新闻发布会获悉，经国家统
计局审定，一季度全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GDP）8590.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8.2%，增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4个百分点。其
中，第一产业增加值618.5亿元，增长3.3%；第
二产业增加值3949.3亿元，增长7.4%；第三产

业增加值4022.4亿元，增长9.9%。
省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熊建中说，一季度全

省经济延续去年以来总体平稳、稳定增长的发
展态势，主要经济指标增幅高于年初预期、高
于全国平均水平，实现了良好开局。主要体现
在6个方面：农业生产平稳，工业稳定增长，服
务业增长加快，投资稳定增长，消费品市场增
势稳定，外贸进出口保持增长。

一季度四川GDP增长8.2%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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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在2017年7月就启动了
《规范》和《办法》的编制工作，委托了
第三方机构对行业发展现状进行了专
题调研、论证，先后多次会同市城管
委、市公安局、各区政府主管部门以及
共享单车企业对起草文件主要内容进
行协商沟通。”成都市交委相关人士介
绍，在这个基础上，还邀请民主党派代
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市民代表等
进行专题座谈征求意见，历时半年反
复修改形成较为完善的《规范》和《办

法》后，召开了行业、部门、企业代表参
加的专家评审会，按照专家评审意见
再次进行修订成稿，由市交委、市城管
委、市公安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实施。

其中，《规范》包括总则、运营企业
经营管理、人员管理、车辆及设施设备
管理、车辆投放等共九章33条，是对共
享单车运营企业进行服务质量信誉考
核的重要依据。《办法》则包括总则、共
享单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等级、考核
程序、奖惩措施、附则共五章16条。

“共享单车+公共交通”正成为
越来越多市民的选择。作为全国较
早开放共享单车准入的城市，截至3
月底，成都中心城区限投区域的共
享单车总数约为90万辆。

然而，快速发展的背后，也出现
了让市民和城市管理者烦恼的问
题，比如企业线下运维能力不足，服
务质量参差不齐，无序停放对城市
面貌和交通的影响等。

包容不是纵容包容不是纵容，，方便方便
也要有序也要有序。。

4月18日，成都市政府官方网站
公布了最新实施的《成都市共享单车
运营管理服务规范（试行）》和《成都
市共享单车服务质量信誉考核办法
（试行）》，规定通过“打分制”来考核共
享单车，每年考核一次，基准分值
1000分，600分以下责令企业退出成

都市行政区域营运。如果企业
推行免押金骑行等行为，

可享受加分。

打分考核
共享单车

成都每年将作一次考核确定配额增减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张守帅）4月18日上午，2018中外知
名企业四川行投资推介会暨项目合作
协议签署仪式在成都举行。省委书记
彭清华出席并致辞，省委副书记、省长
尹力主持，省政协主席柯尊平、省委副
书记邓小刚出席。500多名中外知名
企业和商协会负责人相聚蓉城，共襄
合作盛举、共谋发展大计。

彭清华在致辞中代表省委、省
政府向远道而来的各位嘉宾表示热

烈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四川
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彭
清华说，当今世界，和平合作、开放
融通、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世
界已经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地球村，各国各地区间经济社会发
展日益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推进
互联互通、加快融合发展是促进共
同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前不久，
习近平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向全世界郑重宣示

“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
开越大”，再次展示了我国继续坚持
对外开放、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
坚定决心，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了强大信心和
力量。

彭清华说，四川是我国改革开
放的策源地之一，是支撑“一带一
路”和长江经济带联动发展的战略
纽带，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具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些年，四川牢

记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提出“努力
走在西部全面开发开放前列”的重
托，坚持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坚定
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全省各项
事业取得显著成绩，经济支撑更加
强劲，平台优势更加凸显，基础设施
更加完善，政策环境更加优越，为深
入推进开放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彭清华说，面对新时代新形势
新任务，四川开放发展前景广阔、大
有可为。今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再

次来川视察指导，对四川提出“打造
立体全面开放格局、建设内陆开放
经济高地”的殷切希望，我们将认真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
解放思想，全面深化改革，全方位扩
大开放，为与海内外企业深化合作、
促进互利共赢提供广阔舞台。四川
推动转型发展的空间巨大，希望更
多企业把资金、技术、管理、品牌等
优势与四川产业发展潜力结合起

来，推动一批高端产业项目落地，共
建一批重大创新中心和研发总部基
地，打造电子信息、汽车制造、生物
医药、轨道交通、航空与燃机等重点
产业集群，共同推进产业转型升
级。四川拥有中国西部经济腹地的
最大市场，希望更多企业深耕服务
领域，加大贸易往来，在商贸流通、
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电子商务、旅
游等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分享四川
消费升级机遇。 （紧转02版）

探访 部分路段超量投放
单车被“叠”放成上下两排

4月18日下午，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随机选择了成都市区的
一些点位探访，发现有的单车骑行
率较高的地铁口，单车停放比较整
齐，坏车也能及时得到修理和转
运。但有的街道路面单车超量投
放，停放的车辆侵占了人行道，同时
有被“叠”放的现象。

下午4点半，九眼桥桥头，记者
发现靠近滨河路的木质栈道上，红
色、黄色的共享单车倒了一地，影响
了行人的正常通行。在龙舟路南街

的文化墙边，约十几辆共享单车横
七竖八地“躺”在一起，无法正常使
用。而在三官堂，因为路面已经停
放不下，十几辆共享单车被“堆”放
在地面一排单车的“身上”，导致上
下两排单车都无法取用。

“车子摆多了，骑走的人少，
肯定就堵在这儿了嘛。”在九眼桥
一带负责打扫卫生的张师傅介
绍，这样的情况还是比较常见，他
觉得是跟超量投放、转运不及时
有关。

新规 分4个等级考核
850分以上可增加投放配额

共享单车的乱象怎么管？在约
束的基础上如何鼓励？成都市的探
索，走在了全国的前面。

根据《成都市共享单车服务质
量信誉考核办法 (试行)》，每年将对
共享单车企业进行一次考核。基准
分值1000分，600分以下责令企业
退出成都市行政区域营运。

办法提出，考核指标包括企业自

评、政府评价、社会评价、加分项目等
四大类。考核等级分为优良、合格、基
本合格和不合格等四个等级，分别用
AAA级、AA级、A级和B级表示。
850分以上为AAA级，可增加车辆投
放配额并表彰；700分至849分之间
为AA级，不新增投放配额；600分至
699分之间为A级，减少投放配额；
600分以下为B级，责令退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了解
到，企业自评包括经营主体和服务管
理等方面。“比如用户资金监管，就要
包括在银行机构开具的押金、预付金
专户证明，与银行或具有第三方支付
资质的非银行机构签订的资金支付
协议等情况。 ”相关人士解读，在共
享单车企业服务质量信誉档案中，包
括经营条件、管理制度、人员管理、设
施设备、信息化建设、用户资金监管
等，都需要如实申报。

在政府评价方面，包括落实各
项管理制度、科技化监管、停放秩序
管理、运维车辆、人员规范配置情
况、各区（市）县政府部门对企业整
体评价、政府部门或媒体通报批评
等方面。

社会评价方面，则包括用户满意
度、实地观察、神秘客体验等方面。

加分项目则包括政府部门表
彰、社会公益活动、科技创新、推行
免押金骑行等方面。

免押金可享加分
企业将接受神秘客体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赖芳杰摄影雷远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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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半年调研论证三部门联合印发实施

九眼桥桥头附近，共享单车倒了一地。

市二医院地铁站口的共享单车
停放比较有序。

整理 让乱停放车辆“归队”
每人一天至少整理200辆

考核指标

企业自评 政府评价 社会评价 加分项目

考核等级

优良AAA级 合格AA级 基本合格A级 不合格B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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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5点半，红星路二段与武
成大街交汇的一处人行道上，青桔
单车的维护人员正在整理乱停放的
单车，准备转运到规范的停车区。

“我们有三个人，专门负责书院
街道范围内的单车乱停放现象，一
个人每天至少要送200辆单车‘归
队’。”维护人员介绍，他们通过街头
巡查的方式，治理单车乱停放。比
如单车停在盲道上，是不符合规范
的，他们就要把车子摆放在规范的
停车区。

在市二医院地铁D站口，OFO
单车的维护人员将修好的单车从货
车上卸下，投放在指定区域。“这个
地铁口，骑行的人比较多，所以每天
需要将修复的单车转运投放到这
里。”一位戴眼镜的维护人员介绍，
一方面公司通过使用频度确保特定

区域的投放数量，一方面他们要不
断的搜寻损坏的单车，拖回仓库修
理。但是，寻找损坏的单车并不容
易，有时候车在河里，有时候车被丢
弃在绿化带里。“希望市民都能爱惜
共享单车。”这位维护人员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