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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12版
多云转阴 偏北风1-2级

如果说天府仁寿大道的通车，
只是贯穿了成都经济圈城市中轴
线，助推仁寿进一步融入成都经济
圈，那么当这条中轴线北达绵阳、南
抵重庆，又将带来一个怎样巨大的
效应？

在四川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
西南交通大学教授戴宾看来，贯通南
北的天府大道，将成都平原经济区和
川南经济区串联了起来，这为四川区
域协同发展将带来重大变化，让两个
经济区携手组织经济活动成为现
实。让沿线区域已有的经济活动，逐
渐往轴线上集聚，最终形成四川经济
发展上极其重要的一条经济轴线。

乐山市市长张彤认为，天府大
道沿线文化旅游资源丰富，串珠成
链后有望形成一条文旅大道。“这对
沿线地方来讲，是一个难得的机

遇。”在张彤看来，沿线应该结合资
源做好“交通+旅游”，带动沿线文旅
产业发展，并进一步成为发展全域
旅游的重要内容。

交通要道、经济通道、文旅大道
……“世界最长城市中轴线”究竟还
有几种可能？

带着这样的思考，为响应省委
“一干多支”发展战略，全国首个城
市中轴线主题论坛——“2019天府
中轴线城市发展论坛”将于3月28
日在“天府新南门”仁寿举行。本届
论坛将以“大道通天府，四川新机
遇”为主题，围绕“一干多支”战略，
构建四川南北综合交通中轴线，展
开头脑风暴，共话天府大道生长延
伸的发展谋划。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丁伟 李昕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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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生长的天府大道
未来有几种可能？

2019天府中轴线城市发展论坛将于28日在仁寿举行

从天府四川的普通市民，到首都北京
的全国两会代表委员，“世界最长城市中轴
线”成为近期广受关注的话题之一。

这条中轴线就是天府大道，以及其南
北延线和天府仁寿大道。今年1月13日，
投资约58亿元、全长38.6公里的天府仁寿
大道正式通车，加上天府大道及南延线、已
经开工建设的天府大道北延线，构成了全
长150公里的世界最长城市中轴线。

在通车的前两天，天府仁寿大道贯通
获评“2018四川十大经济影响力事件”。
颁奖词认为，其“打破了一项世界纪录”，

“将成为贯穿成都经济圈城市中轴线的交
通大动脉，是助推仁寿融入成都经济圈的

‘催化剂’。”
如今，“催化剂”作用正在凸显。“以前

是‘汽车跳，
仁寿到’，现
在 30 分 钟
就能飚拢成
都。”仁寿县
张三芝麻糕
食品公司办公室主任李小华说，之前要想发
货去成都，只能走G213线或成自泸赤高
速，“现在走天府仁寿大道，比走国道能节约
20分钟，比走高速能省100多元过路费。”

交通的改善，让产品走出去，也让资金
和人走进来。越来越多投资项目落地，越来
越多的仁寿人回乡，在珠三角工作10几年
的李清军就是其中之一。不久前他回到仁
寿，在武汉一家科技企业的仁寿全资子公司
担任生产经理，“收入不比珠三角低多少。”

3月，生长的季节。有“世界最长城市中轴线”之称的天府大道，也正在迎来新一
轮生长的机遇。

这个机遇，在四川省委、省政府的决策部署中。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作出了
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构建“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的战略部署。在省
委、省政府印发的《关于实施“一干多支”发展战略推动全省区域协同发展的指导意见》中，
提出了着力构建了南北综合交通中轴线的意见。

这个机遇，在沿线城市、未来节点的翘首期盼中。向北，德阳段计划于2022年底建成，
绵阳也已经留好了两个接口；向南，天府仁寿大道已经通车，天府大道眉山段已公开招标，
乐山、宜宾、自贡、泸州都张开了双臂，准备一路接力让它延伸到重庆江津。

这个机遇，也在即将迎来的高水平头脑风暴中。天府大道真能舞动四川两大经济区，
甚至串起成渝两大国家中心城市？

3月28日，为响应省委“一干多支”发展战略，以“大道通天府，四川新机遇”为主题的
2019天府中轴线城市发展论坛，将在“天府南门”仁寿举行。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张守帅）3
月20日下午，省委书记、省委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主任彭清华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面深化改
革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
列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改革的决策部署，切实增强做好
改革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推动我省全面
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实现新突破。

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委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副主任尹力，省委副书记、省委全面
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邓小刚出席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
委员会第六次、第七次会议精神，审议了
《关于支持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深

化改革创新的实施意见》《关于推进省级
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营性国有资产集
中统一监管的实施意见》《四川省人民对
外友好协会深化改革方案》《关于全面落
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过程记录制
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实施意
见》和《关于改革完善医疗卫生行业综合
监管制度的实施意见》。

会议指出，要结合《外商投资法》实施，
立足四川实际，在提升贸易便利化水平、加
快推进金融开放创新、推进人力资源领域
先行先试等方面，进一步加大改革授权、政
策扶持和开放力度，更好发挥自贸试验区
示范引领作用。

会议指出，要按照政企分开、政资分
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要求，理顺省级党

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同所办企业关系，优化
国有资本布局结构，提高国有资本配置和
监管效率，实现企业健康发展和经营性国
有资产保值增值。

会议指出，对外友好协会深化改革，是
群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要以增强政治
性、先进性、群众性为目标，着力解决省对
外友协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推动体制机制
更加科学、职能职责更加明确、机构设置更
加合理、优势作用更加突出、干部队伍更加
优化。

会议指出，要以行政执法标准化体系
建设和智慧执法平台建设为抓手，进一步
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加快形成权责统一、权
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系和职责明确、依法
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

会议指出，要准确把握医疗卫生事业发
展规律和特点，转变监督管理的理念、体制
和方式，加快健全机构自治、行业自律、政府
监管、社会监督相结合的多元化综合监管体
系，为推进健康四川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会议强调，当前，我省全面深化改革进
入施工高峰期和落实攻坚期。要加强任务
统筹，聚焦机构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区域
协同发展体制改革、开放合作体制改革、农
业农村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民主法制
和社会体制改革等重点工作，着力破解社
会最关注、群众最关心、制约发展最突出的
顽瘴痼疾，以重点领域改革的“一子落”实
现全面深化改革的“满盘活”。要坚持问题
导向，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增强风险意识、
强化底线思维，把好改革方案质量关，研究

推出一批对四川发展起关键作用的改革举
措。要精准推进落实，对各领域改革进行
全面评估，进一步健全督办协调、督察落
实、考评激励、责任追究等工作机制，不断
推动改革部署取得更大成效。要强化改革
担当，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亲
自调度、主动作为，对攻坚难度大、影响面
广的改革直接上手、一抓到底；省委深改委
成员抓好战略谋划、总体设计、统筹协调、
整体推进、督促落实；各专项小组组长和牵
头部门、参与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各司其职、
密切配合，共同把全面深化改革工作推向
前进。

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委员出席会
议，省政府有关领导、省直有关部门负责人
列席会议。

彭清华主持召开省委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时强调

切实增强责任感紧迫感
推动我省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

尹力邓小刚出席

一条道路
多个机遇

天府仁寿大道通车
节约时间还省过路费

2月26日，天府仁寿大道通车1个多月
后，眉山市交通运输局发布公告，为天府大
道眉山段项目公开招标。公告显示，项目
全长17.714公里，将实现天府大道与眉山
城区无缝对接。

这为热议中的“世界最长城市中轴线”
话题又添了一把火。实际上不仅是眉山，
天府大道如何继续“生长”，成为周边多个
市州共同的考量。

往北，天府大道北延线南起成都市
二环路，北至德阳市青衣江路，全长
58.5公里。据德阳市交通运输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目前，成都段29公里已开
工建设，德阳段29.5公里预计2022年底
前完工。再往北，绵阳亦希望北延线继

续延伸，并在高新区和安州区留了两个
接口。

往南，规划中的天府大道乐山延伸线
拟接天府仁寿大道，经井研县向南至五通
桥接乐山五犍沐快速公路。与此同时，大
道将从荣县于佳乡进入自贡境内。

而进入自贡后，线路将“兵分两路”。
据自贡市交通运输局局长黄如贝介绍，一
路东进，经G348线接入富顺县代寺镇，再
新建一段公路通往泸州段，然后接入重庆
市永川区来苏镇，最后到达江津区德感工
业园区；另一路南下，经自流井区舒坪镇、
仲权镇、沿滩区漆树乡，经G348线、G247
线到达宜宾机场，再通过S307线达到宜宾
港，实现通江出海。

据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经党中央批准，十
九届中央第三轮巡视将对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等3
个中央单位，以及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中国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有限公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

兵器装备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天然
气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
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大唐集团有限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等42家中管企业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

十九届中央第三轮巡视
将对3个中央单位和42家中管企业开展常规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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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
气昂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
公开征集“你心中的新青年”人
选。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
过你？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推荐方式/

欢迎您通过封面新闻APP的
爆料平台，推荐你心目中能够代
表中国力量的新青年；与此同时，
也可以在封面新闻微博、微信等
平台的相关稿件下方留言，欢迎
向我们推荐。

天府大道及南北延线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