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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闻 点 击
独龙江畔安独龙江畔安全出行全出行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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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是我国最后
一个通公路的民族——独龙族的主要聚居
区，全乡4000多常住人口中九成以上都是独
龙族。云南省委省政府为了履行“在共同发
展的道路上，绝不让一个兄弟民族掉队”的
庄严承诺，决定从2010年开始在独龙江实行

“独龙江整乡推进独龙族整族帮扶”工作。经
过5年的努力，使独龙江乡包括交通在内的各
项基础设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特别是
2014 年 4 月独龙江公路高黎贡山隧道的贯
通，彻底结束了独龙江乡千百年来因大雪封
山每年与外界隔绝半年的历史。

在这里，驻守着一个只有4名民警、6名
交通协管员的交警中队。自从入驻独龙江以
来，他们始终恪守“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保障人
民群众安全出行”的信念，严格履行道路交通
安全宣传员、检查员、服务员的职责，被当地独
龙族群众誉为安全出行的“守护神”。

独龙江中队民警在救援被困机动车独龙江中队民警在救援被困机动车

向独龙族群众发放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材料

近日，刚刚集结
的国家短道速滑队将
第一次全队活动选在
了北京体育大学。在
参观“冬奥冠军风采
诗 书 画 印 作 品 展 ”
中，队员们通过学习
诗 词 、 书 法 、 绘 画 、
印章等中国传统文化形式，重温了奥运金牌背后的故事。
冬奥会冠军周洋表示，这次励志教育既激发了她刻苦训练
的精神，又让她对2022年在家门口参加一次冬奥会充满了
更多期待。图为在主教练李琰 （左一） 带领下队员们正在
参观。 （本报记者 王俊岭）

国家短道速滑队为冬奥“集结”国家短道速滑队为冬奥“集结”

两广动车往返实现“公交化”

新华社南宁6月10日电（记者覃星星、邹婷玉） 记者
从南宁铁路局了解到，7月1日新一轮旅客列车运行图调整
后，每天往返广西和广东之间的高铁直通动车将达到 86
对，两广之间将实现高铁直通动车“公交化”。

此次调图是南宁铁路局今年以来第三次调整列车运行
图，仍以动车组列车为主。此次调图中，新增旅客列车 14
对，其中动车组列车增开就占了12对，并且有10对集中在
南广和贵广铁路。调整后，两广之间互通的直通动车由开
通初期的49对增长到了86对，将成为桂粤之间百姓出行的
首选交通工具。

走失儿童油画展在南京举办

2015 年 6 月 10 日，在中国人口日到来之际，著名公益
艺术家李月领的 61 幅油画 《孩子》 在新街口德基广场展
出，这些作品均以走失儿童为原形创作，从个体生命的生
存意义出发，作用于社会的共性价值，以直接介入并生效

的方式，多层面
地 推 动 社 会 进
步。

方东旭摄
（人民图片）

“用心当好宣传员”

随着以交通为代表的基础设施的彻底改观和草果
种植、旅游等产业的发展，昔日交通出行靠爬天梯，
过藤桥，走山路的独龙族群众也纷纷用上了各种现代
化的交通工具，各种汽车、拖拉机、摩托车疾驰在独
龙江畔的各种道路上，沉寂了千百年的独龙江峡谷突

然变得热闹起来了。
为了实现独龙江乡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法制化和

规范化，2013年8月，贡山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组建成
立了独龙江乡交警中队，并于当年 10 月派张红辉、
范洁两名民警进驻独龙江，专门负责部分独龙江公路
及独龙江乡辖区内的乡村公路总计129公里道路的交
通安全管理工作。

为了做好工作，中队又招录了 3 名熟悉当地情
况、精通民族语言的独龙族交通协管员。针对当地群
众居住分散，交通安全法规知识知晓率低，机动车特
别是摩托车交通违章、肇事现象突出的实际，独龙江
乡交警中队按照“先当普法宣传员再当执法者”的思
路，组织、制作了大量的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材料，利
用乡里召开党代会、人代会、农业农村工作会议等各
种人员较为集中的时候，安排民警和协管员重点以以
案说法的形式将发生在独龙江的交通违法违章行为所
引发的严重后果告知宣传对象，由协管员现场用独龙
语进行翻译，解答群众咨询。

入驻独龙江近两年来，独龙江乡交警中队的民警
们就以多种形式在当地开展道路交通宣传 70 多次，
发放各种 （含自己制作） 宣传材料 2000 多份，受教
育群众 3000 多人次。从而使当地群众的道路交通安

全法律法规的知晓率由中队入驻前的 30%提
高到现在的80%。

“决心当好检查员”

独龙江乡交警中队入驻独龙江后，通过
摸底排查发现，由于诸多原因，独龙江乡的
很多交通参与者把道路交通安全意识看得很

“轻”，带来的后果却很“重”： 2013年中队
刚进驻独龙江时，机动车尤其是摩托车无证
驾驶高达 70%，机动车辆违法载人，驾驶室
超员现象达 60%以上，由此带来的危险后果
令人触目惊心。

于是，该中队索性把全乡 5 座 （含） 以
上货车、7 座 （含） 以上客车定为重点车辆
实施管理，每月15、16日集中重点车辆驾驶

员开展安全培训和约谈。在电子抓拍系统还未建立的
情况下，对进出独龙江的客运车辆实施人工登记报备
限速措施，基本杜绝了载人客运车辆超载超速情况的
发生。

截至 2014年 12月 31日，独龙江乡交警中队共查
处181起交通违法行为，扣留70多辆各种违章违法机
动车，排查道路交通安全隐患44处。

“尽心当好服务员”

随着独龙江乡交通的改善，当地独龙族群众购买
机动车尤其是摩托车的人员以每年四五十人次的数量
在递增，但由于距州府六库和贡山县城分别达300和
80 多公里，群众学车办证很不方便，中队积极争取
州、县两级交警部门的支持，于 2013 年 10 底在独龙
江乡组织了第一次摩托车驾照考试活动，并享受到现
场照相和办证服务。如此既方便了群众学车、办证，
极大地减少了摩托车无证驾驶现象，又减轻了群众的
经济负担。

近两年时间里，这群青年民警和交通协管员为生
活在独龙江峡谷的独龙族群众构筑起了一道坚实的道
路交通安全防线，也为独龙乡的旅游服务做出贡献。
尤其在旅游高峰期时来独龙乡自驾游的车辆每天可达
一二百辆次，人员达四五百人次。为了确保外地游客到
独龙江旅游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独龙江中队在独龙
江公路 87 公里处的观景台通过口头提示、树立提示
牌、对进入独龙江的外地车辆进行登记报备等形式，将
独龙江交通路况和注意事项告知给外地司机，以避免
外地司机因对当地路况气候不熟而发生的危险。

经济上的最佳辐射半径

“看好西南的市场，也看好成都的投资
环境。计划初步投资 20 亿元，第一期的生
产量约为三千台左右。”说话的是王杰，他
是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的部门经理。

其实，作为国内知名的汽车企业，比亚
迪的生产基地多数设在东南沿海一带。而
地处西南地区的成都，起初并没有得到比
亚迪的重视。然而在多番调研之后，比亚
迪发现了成都的巨大消费市场。

王杰说，公司将在成都建设一
个绿色公交车生产厂，“成都是一个
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城市，而且是西
部地区的龙头，爆发力会非常强，我
们会继续参与其中。”

如今，越来越多像王杰这样的
人，开始用“慧眼”打量成都。只需要翻
开中国地图，就不难发现成都的地缘优

势：与周边的重庆、西安、昆明、贵阳等重要
城市之间相距半径都在500公里以内，具有
经济学意义上的最佳辐射半径。此外，成都
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科技、商贸、金融中心和
交通、通信枢纽，其地域优势让其不仅直接
覆盖了整个西部，还辐射到部分华中地区。

除了不变的地缘，日益壮大的市场，
也成为为了资本与项目相中成都的理由。
“10年前，美美国企业来到成都是受到这
里相对更为低廉的的劳工、土地、能源成

本吸引。但随着经济格局局的变化，尤
其近几年来，美资企业来成都，都都是
为了抢占市场。”美国驻成都总领事
何孟德德介绍说。

优势产业集群的模式

邹学明，全球第一个毕业于美国麻省理
工工学院的磁共振物理学华人博士，毕业后在
美美国创立了美亚仪器公司，专业研发、制造
和销销售磁共振射频线圈。几年之后，其公司
产品品占据了该领域全球68%的市场份额。

2005 年，邹学明决定归国，他选择了成
都高新区，成立了“奥泰医疗”公司，研发产品
之一是国产磁共振系统。该公司研发的磁共
振机多次获得国际认证，打破了西门子等跨
国公司长期的技术垄断。

如今已经是“千人计划”入选者的邹学
明，谈到当年的选择时说：“仅成都的科技资
源优势这一项，就已非常具有竞争力。”

科技资源只是成都产业配套的一部
分，目前，成都已形成电子信息、生物医药、
精密仪器等高端产业集群。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车展上，沃尔沃新
能源汽车 S60L 出尽了风头，这款车正是出
自沃尔沃最先进的全球工厂——成都基
地。这是沃尔沃第一个中国工厂，也是欧
洲以外的沃尔沃完整工厂。

成都的汽车行业已日臻成熟，一汽大众、
一汽丰田、沃尔沃、神龙等云集成都，形成了涵
盖各类车型较丰富的整车生产体系，和以发动
机、车身、车桥、汽车仪表、内饰件为代表的较完
整的零部件配套体系。成都优势产业的设备已
趋于完善，汽车行业、高新产业的产业链已经
形成，这为企业投资搭建了良好的平台。

真诚高效的政务服务真诚高效的政务服务

““英特尔在这里建厂英特尔在这里建厂，，原来生活在这里原来生活在这里
的小鸟会飞到哪儿去的小鸟会飞到哪儿去？”？”当年英特尔在考察当年英特尔在考察
选址成都时选址成都时，，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为了确保成都项目的成功为了确保成都项目的成功，，英特英特
尔组建尔组建了了 77 个专业调查组个专业调查组，，轮番轮番
到成都考察到成都考察、、提问提问。。有一有一
点点点的疑问点的疑问，，都会当面都会当面提提
很多相关问题很多相关问题，，并并
要求政府在短时要求政府在短时
间里给出答间里给出答案案。。

成都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成都政府专门设立了一个机构——
““英特尔项目工作协调办公室英特尔项目工作协调办公室”，”，外界称之外界称之
为为““英英特尔模式特尔模式”，”，后被各地广泛借鉴后被各地广泛借鉴。。

经过慎重考察后，2003年，英特尔宣布
投资建设成都芯片封装测试厂。。从落户到从落户到
20142014年年年年底底，，英特英特尔已经在成都工厂投资6
亿美美元。2014年12月英特尔公司宣布将在
未来15年内投资16亿元以升级成都的工厂。

多年以来成都政府的效率和诚意获得
了企业界的广泛好评。“与西部其他城市相
比，成都有很多优势，除了市场环境好、市场
化程度较高外，成都的政务效率也较高，这
些因素都非常适合企业发展。”英国驻重庆
总领事洪婷娜认为。

统计数据显示，成都市先后9次大规模
调整、清理或取消行政审批事项，行政许可项
目减幅达91％；非行政许可审批项目减幅达
79％，是全国行政审批最少的城市之一。

不断扩大的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的国际朋友圈

2013 年，英国首相
卡梅伦到访蓉城，这位

“爱喝”、“爱吃”的
首 相 ，饶 有 兴
致地去吃

了火锅，据说香菜丸子是他的最爱。2014
年，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和德国总理默克尔
来华之时，都造访了成都。

“欧美国家政要的出访，必然都是经过
精心研究和设计的，卡梅伦、米歇尔、默克
尔等人不约而同地选择成都，说明成都已
经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四川大学经
济发展学院院长于建玮分析说。

成都做好了准备成都做好了准备，，越来越多的世界五越来越多的世界五
百强纷纷选择入驻百强纷纷选择入驻。。目前目前，，成都已有成都已有262262家家
世界五百强世界五百强，，其国际朋友圈越来越庞大其国际朋友圈越来越庞大。。
截至截至44月月，，成都的国际友城数量已达成都的国际友城数量已达2626个个、、
国际友好合作关系城市国际友好合作关系城市 3636个个、、荣誉市民荣誉市民 3333
位位，，1212国获批在蓉设立领事机构国获批在蓉设立领事机构。。

成都为何能一天引进一个成都为何能一天引进一个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大项目
近期，有两个关于成都的数字，格外引人注目。
一个是1000亿，这是4月王健林在与成都的签约仪式上掷下的巨资，成都因此成为万达集团投资额度最高的城市。这笔

资金将在未来5年内，投入到成都的文化旅游、医疗、电子商务、城市现代服务业综合体等项目。
另一个数字是1.2个，这是今年一季度的经济数据。一季度，成都新签约引进重大项目（含增资）108个，平均每天新签约引进重大项目1.2个。
无论是体量还是数量，成都对资本与项目的吸引力都显得与众不同。那么，这座西部之城，吸引力究竟在哪里？

潘旭涛 赵 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