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秋凤）走
出去，引进来，在打造全球供应链新节
点的征途上，成都的一举一动备受关
注。9 月 11 日，在广西南宁举行的第
18 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简称“东博
会”）上，成都市双流区携空铁国际联
运港、中国（四川）-东盟自由贸易合作
中心等创新载体登场开展主题推介，
受到广泛关注。

据悉，成都（双流）空铁国际联运
港旨在发挥双流国际空港、综保区铁
路双枢纽优势，构建“空铁互济、综合
立体”对外开放体系；中国（四川）·东
盟自由贸易合作中心将搭建面向东
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合
作平台。两大开放新平台的集中发
布和推介，将进一步助力成都打造泛
欧泛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际门户
枢纽城市。

“9月底，我们将开行至东盟的南
向班列和至欧洲的直达班列。”成都

（双流）空铁国际联运港项目是众多客
商关注的焦点，推介会上，成都市双流

区空港发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易
劲松透露了项目的最新动态。

易劲松说，双流区围绕“空中+陆

上+海上丝绸之路”大通道体系，依托
国际航空枢纽的先发优势、联动空港
国际供应链铁路专用线打造成都（双
流）空铁国际联运港，将开辟“航空+”
西部陆海新通道。

据了解，近期，成都市双流区将陆
续开通经昆明至磨憨口岸直达老挝万
象，再辐射东南亚的空铁公多式联运
通道；经钦州港开行空铁水西部陆海
新通道；经凭祥口岸开行跨洲际西部
陆海新通道。

成都（双流）空铁国际联运港项目
建成后，集装箱作业能力将达10万标
箱/年，整车作业能力将达 50 万吨/
年，年到发能力合计可达近 300 万
吨。接下来，双流区将逐步完善向南
辐射泛亚地区、向西深入欧洲腹地、向
北直达俄罗斯、向东链接日韩的快捷
化空铁公水联运方式国际班列，与国
际直达航线衔接，实现联运通道优化
升级、集散能力快速提升，境外网点布
局不断拓展，成为全球供应链服务重
要节点和国际物流集散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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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发布两大开放新平台闪耀“东博会”

三条通道
首次亮相

❶经磨憨口岸，空铁联
动、公式联运

从成都空铁国际联运港出发，
途经昆明王家营西、磨憨、老挝万
象抵达泰国曼谷，里程2900公里，
历时5-7天。中老铁路开通后，常
态化开行经磨憨口岸直达万象再
辐射东南亚的空铁联运通道，计
划开行频次每周往返各3列；

❷经钦州港口岸，换船
出海、通达全球

从成都空铁国际联运港出
发，途经钦州港，最终抵达目的
港，铁路段运输里程1669公里，
历时3天，海运段运输时效根据
目的港不同为 4-20 天，计划开
行频次每周1列；

❸经凭祥口岸，跨越洲
际、链接世界

从越南河内出发，途经凭
祥、成都空铁国际联运港、阿拉
山口抵达荷兰鹿特丹，全程运
输里程12846公里，历时20天左
右，计划开行频次每周1-2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秋凤

世界的距离，能否重新丈量？
成都（双流）空铁国际联运港开启

新的尝试：当公铁路网得到蓝天的助
力，一个“通江达海、链接全球”的空港
之梦正在变成现实。

9月9日，“2021年中国航空经济
之都——成都·双流走进东盟博览会主
题推介会”在广西召开。推介会上，国
内首条“航空+”西部陆海新通道——
成都（双流）空铁国际联运港正式亮相。

多式联运示范工程
9月底将首次正式运行

作为国家第二批多式联运示范工
程、四川省5个重要铁路多式联运示范
节点之一，成都（双流）空铁国际联运港
位于双流综合保税区园区铁路专用
线。9月8日，铁路部门发布该专线的开
通电报，标志着专线具备了运行能力。

“9月底，我们将开行至东盟的西
部陆海新通道和至欧洲的国际直达班
列。”相关负责人表示，综保铁路专用
线是四川唯一紧邻国际机场的铁路场
站。9月底将开行的班列一列向南到
东盟，一列向西至欧洲。这是该专线
开通后的首次正式运行。

从区位来看，联运港距离全国第
四大国际机场——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20分钟车程，距离天府国际机场30分
钟车程，距离国家高速路网G5京昆高
速 5 分钟车程，与成渝线、宝成线、成
昆线及川藏线转换连接，快速融入国
家铁路网络体系。

首次亮相三条通道
致力成为国际物流集散枢纽

这是一条什么样的通道？据悉，
此次推介会上亮相的多式联运组合产
品包含三条通道。

一是经磨憨口岸，空铁联动、公式
联运。从成都空铁国际联运港出发，
途经昆明王家营西、磨憨、老挝万象抵
达泰国曼谷，里程 2900 公里，历时
5-7 天。中老铁路开通后，常态化开
行经磨憨口岸直达万象再辐射东南亚

的空铁联运通道，计划开行频次每周
往返各3列；

二是经钦州港口岸，换船出海、通
达全球。从成都空铁国际联运港出
发，途经钦州港，最终抵达目的港，铁
路段运输里程1669公里，历时3天，海
运 段 运 输 时 效 根 据 目 的 港 不 同 为
4-20天，计划开行频次每周1列；

三是经凭祥口岸，跨越洲际、链接
世界。从越南河内出发，途经凭祥、成
都空铁国际联运港、阿拉山口抵达荷
兰鹿特丹，全程运输里程12846公里，
历时 20 天左右，计划开行频次每周

1-2列。
成都市双流区空港发展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易劲松表示，未来，成都
（双流）空铁国际联运港向南辐射泛亚
地区、向北直达俄罗斯、向东链接日
韩、向西深入欧洲腹地，年度国际班列
通道总量不低于 500 列，东盟海外仓
不少于 3-5 个，致力成为全球供应链
服务重要节点和国际物流集散枢纽。

聚焦东盟资源集成转化
贸易合作中心明年底投运

中国（四川）—东盟自由贸易合作
中心进行了现场推介。双流航空经济
区管委会副主任李蔚然表示，2022年
底该项目全面投运，初步搭建面向东
盟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对外合作
平台；到 2025 年，实现项目与综合保
税区、周边配套区域联动协同发展，成
为全国对东盟的对外开放新旗舰，拉
动成都对东盟进出口交易额新增100
亿元；到 2030 年，力争拉动成都进出
口交易额新增 200 亿元，打造成为成
都建设西部对外交往中心、四川建设
内陆开放型经济新高地的重要支点。

东盟之于成都具有什么样的意
义？一组数据可以说明：今年上半年，
成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 3679.5 亿
元，其中对东盟进出口735.8亿元，占
比20%。东盟已成为成都第三大贸易
伙伴，仅次于美国与欧盟。

在成都南向开放的战略机遇下，
东盟的合作潜能巨大，双流进行了抢
先重大布局。

2020 年 6 月，成都市双流区与上
海东航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都涨沃公
司签订合作协议，将借鉴其上海东航滨
江中心、上海虹桥友乐综合中心成功案
例，利用东航资管公司擅长保税港区、
空港区域等航空上下游资产管理经验
及沿海优质企业资源，共同打造中国

（四川）—东盟自由贸易合作中心。
李蔚然表示，该中心将打造为与

东盟各国在经济、文化、旅游、教育等
方面全方位交流合作的战略大平台，
以及东盟资源集成转化新高地，助力
成都、四川乃至西部地区开放型经济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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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8 C
阴天间多云

有分散阵雨或雷雨
偏北风1- 2级

19-25 C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阴天
有小雨到中雨
偏北风1- 2级

13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6时）
AQI指数 55 空气质量：良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巴中、广元、雅
安、乐山、泸州、遂宁、广安、攀枝花、内
江、南充、资阳、德阳、绵阳、达州
良：自贡、眉山、宜宾

12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9月12日开奖结果

体彩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巴中
达州

晴
阵雨
阵雨
阵雨
多云
阵雨

多云转阵雨
阵雨

中雨转阵雨
阵雨
阵雨
阵雨
阵雨

阵雨转中雨
阵雨
阵雨

晴转阵雨
晴转多云

晴
晴

11-25℃
12-17℃
18-27℃
21-31℃
21-27℃
21-25℃
22-29℃
21-26℃
21-26℃
22-28℃
22-28℃
22-28℃
23-29℃
23-29℃
23-29℃
23-29℃
22-29℃
22-29℃
20-29℃
20-30℃

阵雨转多云
阵雨
阵雨
阵雨

阴转阵雨
大雨转中雨

阵雨
阵雨转中雨

阵雨
阵雨转大雨
阵雨转大雨

阵雨
阵雨

阵雨转大雨
阵雨转大雨

阵雨
阵雨

多云转阵雨
晴转多云

晴

12-25℃
12-18℃
19-28℃
21-32℃
20-26℃
19-23℃
22-28℃
20-23℃
19-24℃
20-25℃
19-24℃
20-26℃
22-29℃
21-28℃
21-29℃
22-29℃
22-28℃
22-30℃
21-29℃
21-29℃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5—65
空气质量等级：优至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至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至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7星彩第21106期全国销售26783868
元。开奖号码：479028+5，一等奖2注，单注
奖金500万元；一等奖派奖1注，单注奖金500万
元；二等奖21注，单注奖金22811元；二等奖派
奖18注，单注奖金22811元；三等奖73注，单注
奖金3000元。245039738.46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二等奖派奖奖金余额237063元。

排列3第21245期全国销售27205412
元。开奖号码：926。直选全国中奖13775
（四川872）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
中奖29918（四川1778）注，单注奖金173
元。42538786.8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21245全国销售13935974
元。开奖号码：92624。一等奖73注，单注奖
金10万元。366769234.4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21104期全国销售
39541312元。开奖号码：03010330010301，
一等奖全国中奖138（四川6）注，二等奖全国中
奖3924（四川205）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21104期全国销售
24858050元。开奖号码：03010330010301，
全国中奖15942（四川829）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104期全国
销售229178元。开奖号码：103330000300，
全国中奖0注。

足球4场进球第21104期全国销售
1203110元。开奖号码：33132112，全国中
奖39（四川4）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11月11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通江达海 链接全球

国内首条“航空+”西部陆海新通道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