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代表委员说

“骑马游成都”被委员写进提案

“让茶马古道在成都绿道焕然复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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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质发展质效效提升提升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破万亿

发展质量效益提升，先进制造业收
入占工业总收入比重达82%，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突破1万亿元；规上服务企业
营业利润达12.8%，市属国企利润增长
20.3%，全地域税收超过3000亿元，地
区生产总值有望突破1.5万亿元。

民间投资比重增至50.4%

经济转型动能提升，新增市场主体
54.1万户、新经济企业4.1万家，新经济
活力居全国第3位，新增上市企业数量
位居中西部第一；全社会研发投入增长
12%，万人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增长
15.8%；人才新政累计吸引超过25万名
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落户，人才
净流入率居全国第3；民间投资活力增
强，新增民营企业9.3万家，民间投资占
全社会投资比重增至50.4%。

国际影国际影响提升响提升
蓉欧班列总量全国第一

城市功能品质提升，天府国际机
场主体工程初具雏形，双流国际机场
跻身全球“5000万级机场俱乐部”，成

都国际班列境外直达城市扩展至24
个，蓉欧班列年度开行列数及累计开行
总量继续位居全国第一；天府文化中
心、天府奥体城等20个文化地标加快建
设，天府绿道体系累计建成2607公里，
地铁开通运营225公里、在建283公里。

落户世界500强企业达285家

国际影响大幅提升，落户世界500
强企业达285家，成功举办世界文化名
城论坛、全球孔子学院大会等重大国际
活动，成功申办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
会，利用外资实际到位超过120亿美
元，在全球化与世界城市研究组织发布
的世界城市排名中跃升29位至71位。

生活生活品质提升品质提升
连续10年

荣登“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榜首

市民生活品质提升，新增城镇就业
27.6万人，城镇、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增长8.3%、9%，新增学位11.2
万个，新增三级甲等综合医院5家，城
乡社区发展治理在第六届中国民生发
展论坛上荣获“2018民生示范工程”第
一名，连续10年荣登“中国最具幸福感
城市”榜首。

九成审批服务事项“最多跑一次”

与此同时企业经营成本下降。
91%以上审批服务事项实现“最多跑一
次”，工程建设项目全流程审批总用时
压缩至120个工作日内，企业开办时间
压缩至5个工作日；取消（停征）减免行
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14项，全
年减税降费915亿元。

成都清洁能源占比达58.8%

城市运行矛盾下降。中优区域疏
解一般性制造业、批发市场及仓储物流
等109家；新增公交全部使用新能源
车，全市清洁能源占比达58.8%，高峰
交通拥堵指数下降5%；重污染天数同
比减少16天，PM10、PM2.5浓度同比
分别下降8%、8.9%；基本消除建成区黑
臭水体。

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社会突出风险下降。10个重点领
域防范化解风险攻坚行动扎实推进，房
地产市场总体保持平稳健康发展，全市
政府或有债务余额在 2017 年减少
666.9亿元的基础上再减少397亿元，
群体性事件同比下降36.1%，受理群众
信访总量同比下降17.6%，实现了城市
安全、社会安定、市民安宁。

2018年 成都交出亮眼“成绩单”
高新技术产业产值突破1万亿元 落户世界500强企业达285家

赶飞机坐车无聊？
坐机场大巴5G冲浪一下如何

双流区副区长曾虎介绍，双流在发
展5G产业方面有着基础强、链条全、环
境优等优势。计划到2021年，双流初
步形成以光通信、5G基站系统、新一代
移动终端设备、可穿戴终端设备以及可
热插拔数据卡等其他通信终端设备为
重点领域的双流区5G产业链，招引5G
领域龙头企业2家以上，引进5G领域
高端创新人才及其团队5人以上，建设
5G产业协同创新平台2个以上，5G领
域关键技术创新取得较大突破，5G产
业发展水平领先全市，形成创新活跃、
优势明显的5G产业生态圈。

在5G商用试点方面，支持运营商
加快建设5G通信基站等基础设施，完
成5G基站建设及改造2200个以上。
其中，2019年完成500个以上，基本实
现区内重点区域5G网络覆盖。

据悉，黄龙溪、奥特莱斯、双流国际
机场到岷山饭店的机场大巴、双流万达
广场商圈、四川自贸试验区双流园区等
都被纳入了试点范围。以后，去旅游、
购物、赶飞机都可以体验到5G带来的
高速网络。

世警会将5G直播
画面更高清还能旋转角度

2019年8月，来自世界各地的警察和
消防员精英，将在成都9个赛区参加第十

八届“世警会”56个比赛项目的角逐。
“世警会”开幕式以及田径、最强生

存者、橄榄球等12个大项、近100个单
项将在双流区的双流体育中心、四川双
流国家羽毛球训练基地、川投国际网球
中心、现代五项赛事中心、谢菲联足球
公园5个场馆举行。

在会场上，曾虎透露：2019年7月
底前，双流围绕“世警会”重要活动所涉
区域为重点，计划在相关涉及区域部署

5G通信设施100个以上。
这个时间点，正好能赶上世警会的

开幕及比赛。
来自双流本地的运营商（移动和联

通）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在今年的
世警会上，5G技术将会被广泛运用到
直播方面。在没有5G终端的情况下，
如何实现5G技术的应用？其介绍，届
时，运营商的5G会生成一个Wi-Fi，在
比赛现场的人可以借助Wi-Fi实现网

络冲浪。
“5G容量更大，不会出现网络堵塞

的现象，看见美的画面，想拍张图片或
拍段视频发个朋友圈，再也不会担心网
络信号不好。”一名工作人员说，届时，
或许将会出现5G+4K技术的视频直
播，画面更高清，还可以360度旋转，自
主选择你想要看到的任意画面。

王鸿明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席秦岭 罗田怡

5G终端未到，但人们对5G技术的热情高涨，各地各领域
已经在小范围尝鲜。

1月21日，成都市两会开幕，众媒体首次用上5G技术，向受众直播
成都市政协十五届二次会议开幕。

时间再往前推移，2018年12月5日，全国首条5G环线在成都正式
开通，在全国率先实现5G外场试商用。2018年11月27日，成都远洋
太古里推出全国首个5G示范街区。

1月21日，在成都市双流区5G产业推进工作新闻发布会上，记者
了解到，今年在成都召开的“世警会”直播将用上5G技术，观众有望看到
更高清画面还能360度旋转角度。而机场大巴、黄龙溪、时代奥特莱斯
等“网红”打卡点位，也是5G技术双流先期覆盖的范围。

1 月 21
日，成都市
双流区举行
5G 产业推
进工作新闻
发布会。

“世警会”直播将用上5G技术
画面高清还可360度旋转

1月21日，政协成都市第
十五届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开幕。“刚刚过去的2018
年，是成都发展史上最值
得永远铭记、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一年。”会上中共四
川省委常委、成都市委书
记范锐平作重要讲话时指
出，一年来，成都市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干部群众沿着
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
向，认真落实省委“一干多
支、五区协同”“四向拓展、
全域开放”新战略新部署，
深化改革开放、聚力创新
发展，推动全面体现新发
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建
设站上新台阶、进入新阶
段，呈现出“五升三降”的
良好态势，交出了亮眼的
成绩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金祝赖芳杰

“胖娃胖嘟嘟，骑马上成都。”这首
脍炙人口的童谣，勾画出成都好吃又
好耍的迷人之处。1月21日，成都市
政协委员、民盟成都市委科技工委副
主任、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
级工程师杨小卜带来一个“接地气”的
提案：让“茶马古道”在成都绿道焕然
复活，市民可以骑马从都江堰游到郫
都区。

“绿道源自发达国家，是一种连接
公园、自然保护地、风景名胜区、历史古
迹、沿途设施的，可供行人和骑车者进
入的绿色空间通道。现在，它已经成为
城市发展的靓丽名片，也是城市生态文
明建设的一个缩影。”杨小卜说，近年

来，成都相继规划或建设了温江绿道、
锦江绿道、沙西绿道、天府绿道等多条
绿道，建设模式也日臻完善，成为了市
民生活休闲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为重现
成都“绿满蓉城、花重锦官、水润天府”
的美景奠定了基础。

对此，他建议创新绿道规划理念和
建设模式，在传统的方式上进行突破，
在突出地方文化和历史渊源的基础上，
与现代旅游业相结合，全面提升其经济
价值。

“成都市已经建成的几条绿道，依
托自身所在的区域，都各具特色，主题
鲜明。建议在都江堰与郫都区之间建
设一条非传统意义上的绿道。”杨小卜

提议，建设一条集旅游观光、休闲娱乐、
文化长廊为一体的现代“茶马古道”。
模仿茶马古道遗迹的特点，以石板路或
形似石板路的材质为基，组织马夫队伍
为游客服务，营造古朴、原始的韵味，给
体验者以穿越时间长河，与历史亲密接
触的奇特感受。同时，在串联起都江堰
与郫都区之间的原有旅游景点基础上，
以新农村建设为契机，沿途着力打造几
个民俗特色乡村，同时深度融入郫都区
的川菜文化，提供观光、住宿、餐饮一条
龙、全方位服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赖芳杰实习生 邱静静

摄影 关天舜

成都市政协委员
杜小丹建议：
外卖包装上应标注
加工时间、食材信息

如今，大多数人都习惯了
在外卖平台上点餐，拿出手
机点几下，隔一会外卖小哥
就能将热腾腾的美味送到家
门口。然而，随着网络订餐
越来越普遍，随之而来的安
全、质量等方面的食品安全
问题也备受关注。成都市政
协委员、成都大学信息网络
中心主任杜小丹带来的《关
于加强外卖平台监管的建
议》，就将目光聚焦到外卖平
台的监管上。

“至今，各外卖平台仍然
不同程度地存在平台入网把
关不严的问题，个别入网商
户主页面未能显示食品经营
许可证、量化分级等信息。”
在杜小丹看来，目前的外卖
平台存在着一些问题，正在
影响着“舌尖上的安全”，如
还存在着个别线下实体店的
许可证名称、牌匾的名称和
网络注册信息不一致的现
象，平台部分送餐人员培训
不到位等问题。

为此，她建议重点抓源头
治理，严把市场准入关，严格
执行实名登记、证照核查及制
作现场核查等程序和要求，强
化执法监督，进一步明确责任
单位和牵头部门，切实加强对
网上快餐的监督管理。

“同时，食药部门应规范
网络卖家行为，让商家将加工
时间、最佳食用时效、食材信
息和商家地址、联系方式等信
息标识在外卖包装上。”杜小
丹认为，还要推行网络餐饮服
务标签追溯制度，鼓励经营者
在产品页面公示许可准入、日
常量化等级、食品标签等主体
信息，指导企业引入“透明厨
房”和二维码追溯等技术手段
推动社会监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金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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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澳门的90后委员：
看到成都新气象
带来共享车位提案

来自澳门的90后女孩翁
婷玉，是特邀（港澳）界别的
成都市政协委员。年轻的面
孔，亲和的微笑，她对成都的
印象是，“看到了很多新气
象”。1月 21日，成都市政协
十五届二次会议开幕，翁婷玉
分享了她的成都感言。

“在开会前，我们集体参
观成都很多大项目的建设情
况，比如天府新机场，很壮观
也很震撼。”翁婷玉来成都的
次数不是很多，但每一次来都
有很多新的收获和发现。在
本次两会中，她带来了共享车
位的提案。“通过物联网和云
计算，可以由政府牵头开发共
享车位的应用软件，在软件上
大家可以提供愿意共享的车
位，也可以预约有空位的车
位，实现错时停车，同时节约
费用。”翁婷玉表示，成都的新
经济发展势头不错，希望也能
学到新的经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赖芳杰实习生 邱静静

成都市政协委员杨小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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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人员在5G体验区测试VR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