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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记者 李正勇）“为防
止责任虚化空转，在今年‘两个责任
’清单制定中，我们要求各基层站
（所）都必须结合实际制定‘差异化’
‘个性化’清单。同时，纪检组加大
对清单任务完成情况的督查督导，
确保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落地落
实。”派驻成都市青白江区交通局纪
检组长说道。今年以来，为深入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落实，
青白江区交通局以责任清单为抓
手，扭住党委主体责任的“牛鼻子”
不放松，认真履行纪委监督责任不

泄劲，扎实推动“两个责任”在基层
落地生根。以明责为先，建立完善
主体责任清单。按照权责对等原
则，制定班子主体责任清单8大类、
49项任务，班子主要负责人和其他
班子成员分别制定责任清单4大
类、132项任务，并将清单管理延伸
到5个下属基层站（所），层层召开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部署会，签订责
任书30份。以履责为本，促进清单
内容更实更细。不断完善清单内
容，调整任务指标，确保主体责任清
单的实用性、针对性、鲜活性。

早报讯（记者 赵霞）2017年，
成都市金牛区纪委尝试将“大数
据”等技术应用在基层反腐工作
中，在区经科局试点“微腐败”专项
治理，针对“微腐败”呈现出的“广
泛多样、顽固隐蔽、渐变扩散”等特
征，为“对症下药、事半功倍”，做出
了大胆尝试、探索建立“金牛区纪
检监察数据云平台”。

目前，金牛区已建立基于事前
预防的“扶持政策匹配系统”，变企
业被动“找政策”为主动将适合企
业的政策精准推送到企业主面前，
使政策推送快速准确，跟进服务及

时到位，堵塞“微权力”寻租空间。
针对政策扶持项目全程难监管等
问题，打造了基于事中监管的“网
上审批服务监督平台”，从项目的
申报、立项、评审，到最后资金拨付
和公示进行全流程再造，增加了纪
检监察“嵌入式监督模块”，对项目
运行全过程进行监督管理。

接下来，金牛区纪委还将大胆
创新，克服数据共享难、资金缺口
大等困难，完善“金牛区纪检监察
数据云平台”，让科技助力正风反
腐，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的科技
反腐大格局。

早报讯（记者 张茹）15日，位
于武侯大道顺江段的成都武侯
吾悦广场正式开门迎客。体量
仅为10.8万方的吾悦广场开业首
日便以入店量33.6万人次、销售
额1580万元的傲人数据燃爆成
都商圈。

成都武侯吾悦广场是新城
控股商业落户成都的第二子。
属体验式商业业态，其餐饮占比

24.02%、服装占比 19.55%、精品
占比50.28%。其中，主力店包括
星轶影城、永辉Bravo、爱尚铜锣
湾KTV、英派斯健身、孩子王、华
录乐园、多奇妙儿童主题乐园、
滔博运动、OTR、利郎等。位于商
场中庭的灯光花海、倒挂普罗旺
斯小镇、空中走廊、海底世界里，
五彩缤纷的场景和背景音乐使
人们仿佛置身到公园之内。而

吾悦广场花巨资打造的3300平
米主题街区“元宝街”更是以熊
猫、三国、自然、成都古建筑为元
素，在体验时空穿越的灵动与奇
妙的同时，全方位呈现川西特色
的美食与文化。

据介绍，武侯吾悦广场在业
态规划和品牌特色上高于行业
要求，将打造艺术性绿色生态的
主题式购物中心。

“五路一桥”缴费票据遗失，怎么办？

到窗口签署申请文书后办理退费

问：“五路一桥”退费
业务，能否代办？

答：可以。需携带以
下资料：1、双方签字的委
托书；2、代办人身份证复
印件1份；3、机动车所有人
身份证、行驶证、银行卡复
印件各1份，其中银行卡复
印件需注明开户行和车主
本人联系电话；4、缴纳“五
路一桥”车辆通行费的通
用票据原件。

问：我 提 前 缴 纳 了
2018 年的“五路一桥”费，
缴费时行驶证地址为二圈
层车辆，现在地址已变更
为一圈层车辆，我按照什
么标准退费？

答：将按照您实际缴
纳的费用为您进行退费。

问：货车以后还要交
“五路一桥”费吗？

答：包括货车在内的
所有的车辆类型于2018年
1月 1日起都不再缴纳“五
路一桥”费。

问：补缴“五路一桥”
费需要提供什么资料？

答：补缴时提供相关
车辆信息（准确车牌号）即
可。

五 路 一 桥 总 长 度 116.4 公
里。包括火车南站立交桥及人
民南路南延线（现“天府大道”）
向外延伸 13.465km，老成渝路
（现“驿都大道”）从三环路向外

延伸15.905km，成龙路（现“成龙
大 道 ”）从 三 环 路 向 外 延 伸
15.707km，成洛路（现“成洛大
道 ”）从 三 环 路 向 外 延 伸
20.245km，三环路全环51.079km。

成都“五路一桥”退费业务办理截止时间为
2018年12月31日。前期仅开通窗口办理退费
业务，人多易拥挤，为了不耽误您的宝贵时间，
建议广大车主合理安排时间错峰办理。若在前
期退费业务办理过程中为您带来不便，请大家
支持和理解！2018年3月1日将开通网上退费
平台，届时市民可通过关注“成都交警”微信公
众号，在蓉e行平台办理退费业务。

■天府早报见习记者 王亚楠

17日下午，成都市政府发布《关于停止征
收成都市“五路一桥”车辆通行费的通告》。原
预计征收至2022年12月31日的“五路一桥”
车辆通行费，将于2018年1月1日零时起停
止征收。昨日，成都市交委对市民关于“五路
一桥”费的相关问题进行了详细解答。

温馨提示

“五路一桥”包括哪些？

按照相关规定，“五路一桥”
通行费收费期限是从2003年1月
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成都市
将于2018年 1月 1日零时起停止
征收“五路一桥”通行费，比批准

的收费年限提前了5年。停止征
收“五路一桥”通行费后，本次三
环路改造及以后年度“五路一桥”
的管理养护费用将由政府承担，
切实降低群众出行成本。

“五路一桥”提前5年停止收费

预缴了 2018 年及以后年度
“五路一桥”通行费的车辆，都可
退费。若缴费票据原件遗失，车
辆所有人持本人身份证、行驶证
原件及复印件1份于2018年1月1

日起到窗口签署申请文书后办理
退费。

若期间存在车辆过户情况，
预缴的2018年及以后年度通行
费将退还给原缴费人。

遗失通行费票据也能够退费

目前，成都市“五路一桥”车
辆通行费是以自然年为单位进行
收费，所缴纳的年费均为自然年
度（1月 1日至同一年12月31日）
全年车辆通行费。所以，车主无

论是在当年哪个月缴纳的该费
用，都视为该年度的“五路一桥
费”。例如：2017年 10月缴纳的

“五路一桥”费，该费用为2017年
度“五路一桥”年费。

预缴的“五路一桥”通行费按自然年度退还

已缴纳 2018 年及以后年度
“五路一桥”通行费年费的川A籍

车辆及外籍常驻成都市各类机动
车辆均可办理退费。

此次“五路一桥”费退费范围

办理“五路一桥”退费的工作时间
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期间，你可在工作日 9
时至 17 时前往各指定窗口办
理。

川A籍车辆及外籍常
驻成都市各类机动车辆

问答>>>

青白江区交通局：推动“两个责任”落地生根

金牛区：科技助力“微腐败”专项治理

开业首日创佳绩 成都体验式商业又添巨作

早报讯（记者 李玥林）冬
日，位于成都市绕城高速和沙西
路口交汇处的国家杂交水稻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成都分中心一
片寂静，已投用12年的试验田站
完了最后一岗，明年再种，就不
在这里了。

虽然有太多不舍，但搬迁到
新址德源街道后，成都分中心围
绕袁隆平院士的禾下乘凉和杂
交水稻覆盖全球的两个梦想以
及建立一个青少年农业科普教
育基地的心愿而展开，计划3至5
年建成国际杂交水稻种业硅谷。

“新址紧邻菁蓉镇，在德源街

道。初步预计，2019年将正式建
成投入使用。”成都分中心整体搬
迁的新基地占地130亩，新址比现
在大一倍多。国家杂交水稻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成都分中心负责人
彭甦说，试验田的选址并不简单，
要考虑土壤、光照、温度、湿度、水
源等因素，德源街道交通便利，有
成环路、轻轨，区位优势明显。

目前，成都分中心正在进一
步细化和确定方案。根据方案，
成都分中心为四川省的种业企
业提供研发和品种支撑，重振四
川种业。通过育繁推专业化的
模式整合国际国内杂交水稻科

研机构和研发资源，搭建国内一
流的杂交水稻商业化育种和成
果孵化交易平台，联合30家种业
企业打造国内规模最大的种业
集团，成为四川省第一家种业主
板上市公司。

彭甦表示，结合郫都区“双
创高地、生态新区”发展定位、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申报和水稻功
能区划定等良好机遇，依托郫都
区处于都江堰精华灌区，成都市
饮用水源保护区优势等有利条
件，打造国际杂交水稻种业硅
谷，将形成的技术和成果首先应
用于郫都区。

袁隆平成都试验田 技术成果先用于郫都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