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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乙未年九月十七

“通过与各市级部门逐一沟通，
收集数据共享需求，梳理形成了公
民信息数据目录和各类应用服务
库，并建立起数据目录动态调整机
制。”市政务服务办相关负责人介
绍，成都已归集公民个人信息近10
亿条（含历史数据），包括未履行生
效裁判、违法生育记录、小额贷款公
司违约情况、融资性担保公司违约
情况、交通违法记录等。

目前，公民信息管理系统与成都

市企业信用信息系统建立了信息共
享机制，为企业信用信息库提供涉及
公安、房管、人社、农委、卫计委、司
法、金融办等相关信息资源共享服
务，为企业信用评级等提供支持。还
将与新兴金融机构信息共享，综合分
析贷款人的房产、土地、股权、不动
产、社保、诉讼、婚姻等信息，为融资
性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提供个人
贷款（担保）审批依据。

下转02版

10亿条信息 让失信无处可逃
成都正在建设公民信息管理系统，将来房产、社保、婚姻等信息也将整合

今日，由中国报商联盟、成都
商报社主办，成都商报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承办的第二届中国报商
大会将在成都盛大举行。来自150
多家报社的300多位媒体大佬将
相聚蓉城，共寻发展新机遇。

融合、转型、跨界、创投，“互
联网+”的风潮下，媒体正在发挥

自身优势与各大行业联合，从房
产汽车到蔬菜瓜果，从旅游娱乐
到教育医疗。在这些探索中，有
哪些经验值得总结？哪块领地将
是下一个风口？在中国纸媒多元
化经营方面成绩斐然的媒体大
佬嘉宾，将在大会上分享他们的
思路和格局。同时，电商领域先

行者也将为现场嘉宾进行电商
实战训练。

大会为期两天，亮点纷呈，会
上将揭晓报商联盟年度十大经典
营销案例及十大优秀报商人，还
将举行首届报商女郎大赛总决
赛，中国报商联盟首批授权的公
共品牌产品也将亮相，值得期待！

共谋媒体电商未来

成都已归集公民个人信息近10亿条（含历史数据），包
括未履行生效裁判、违法生育记录、小额贷款公司违约情
况、融资性担保公司违约情况、交通违法记录等

成都站（俗称火车北站）明年将
封闭改造，2019年投用。北站主要客
流和火车班次将移向东站，你对现在
的成都东站片区有何意见和建议，今
日成都商报开通热线86613333-1，等
你来电。

据市交委消息，火车北站封闭改
造后，原有班列将分流转移至成都东
站和西站。成都东站将成为成都火车
到发最主要的车站。火车西站初定设
于苏坡立交附近，主要办理宝成、成
昆线普速客车、环线客车等及由成都
西至都江堰、雅安、蒲江等地的客运
业务。

日常来讲，火车北站日均发送旅
客量7.7万人次，东站发送旅客6.5万人
次。到春运阶段，每个车站的客流还会
大幅攀升。按照东站的设计规划，预计

2020年旅客发送量每天将达到20.7万
人，2030年可达37.6万人。再者，从设计
理念来讲，北站是把旅客迎进候车大
厅，候车、检票、上车，到站换乘其他交
通工具也需要先出站。东站则是分流
方式，客流即到即走，因此很多旅客到
东站感觉空旷；又是立体换乘，下了火
车就在站内换乘地铁、公交等。足以吸
纳火车北站的客流。

尽管成都东站片区，已经设立不
少指示标识，但仍有不少人到那里有
点晕，搞不清方向、找不到出口。如果
你发现东站片区的路牌、指示牌有不
够人性化的地方，你希望怎样改变，
让成都东站更从容地迎接北站客流
的 到 来 ？成 都 商 报 今 日 开 通 热 线
86613333-1听你诉说。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进出东站有点晕 欢迎你来提建议
北站封闭改造后东站将迎更多客流，请拨86613333-1说出你希望怎样改变

第二届中国报商大会今明召开
150多家媒体300多位大佬齐聚

将读者进将读者进
化为用户化为用户，，将影将影
响力革新为生响力革新为生
产力产力。。在互联网在互联网
重兵压阵下重兵压阵下，，媒媒
体领军人物谋体领军人物谋
求新的变求新的变局局

我我们身上们身上
还背着从出发还背着从出发
点带来的辎重点带来的辎重，，
里面装着求真里面装着求真
的初心的初心。。正因为正因为
背负的这些重背负的这些重
量量，，它随时提醒它随时提醒
我们这群媒体我们这群媒体
人人，，到哪里都不到哪里都不
要忘记了出发要忘记了出发
的目的的目的

年度十大报商经典案例
年度十大优秀报商人颁奖1

2 纸媒大佬分享
多元化经营思路和格局

优秀活动策划人媒体电商人
开启报商实战训练营3

报商联盟公共品牌
签约暨订货会5

6 媒体报商女郎大赛
总决赛

S1~S4（面向主城区订户发行）

东站地下停车场仅一个收费口，昨日排行约5分钟才出去 摄影记者 刘海韵

2013年以来成都市级部门派驻机构已立案查处各类违
纪违法问题121件

今天下午两点开始，只要下载并使用成都商报客户端，正式注册
成为四川金强球迷会会员，就将有机会获得签名球衣、篮球等奖品，还
有机会免费随队前往客场为球队加油助威

下载商报客户端
客场免费看比赛

成都商报客户端携手金强篮球俱乐部今日推出“四川金强球迷会”

03

派驻纪检机构全覆盖
成都率先实现

02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
文）昨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唐良
智前往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实地
调研，并主持召开成都天府新区
建设工作联席会议第三次会议，
听取成都科学城建设、联席会议
议定事项推进情况汇报，讨论研
究新区招商引资政策、天府大道
交通节点优化方案等议题。

成都天府新区今年1-9月完
成地区生产总值192亿元，同比增
长12.5%；成都科学城通过加快基
础设施及配套建设等措施，目前
已有诺基亚全球技术中心等众多
项目入驻。对成都天府新区建设
取得的成绩，唐良智给予充分肯
定。在实地调研入驻“天府创客”

的千行集团、我迷家、融证通、顺
点科技等创新创业企业情况后，
唐良智勉励企业进一步做大做
强，以创新为驱动培育企业核心
竞争力。

在随后召开的联席会议第三
次会议上，唐良智说，成都要把握
国家要求，按照全省统一部署，切
实肩负全面创新改革试验重任，天
府新区要扛起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大旗，主动担当起加快推进
全面创新改革试验的“先锋”，努力
成为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中的“试
验区”、先行区中的“先行区”，敢于
先行先试，力争形成更多在全省乃
至全国具有推广价值的全面创新
改革经验举措。 紧转02版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
文） 昨日，市委副书记、市长唐
良智前往四川出入境检验检疫
局学习调研，代表市委、市政府
感谢四川检验检疫局长期以来
对成都发展的关心支持，希望在
当前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一起高
举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旗帜，携手
走好“一带一路”，共同促进成都
大开放。

调研中，唐良智来到四川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国家肉类检测重
点实验室和电子商务业务部，详
细了解检测运行和实验室建设等
情况，并向四川检验检疫局为成
都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重大贡献的
广大干部职工表示感谢，表示四
川检验检疫局干部职工的精神状
态、能力素质和工作作风值得成
都学习借鉴。 紧转02版

唐良智赴成都天府新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工作联
席会议第三次会议

先行先试 勇当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先锋
主动作为 推进成都天府新区加快建设

扫码下载
成都商报客户端

携手走好“一带一路”
共同促进成都大开放

唐良智前往四川出入境检验检疫局学习调研

猪肉应选用带皮二刀肉；猪肉应煮至
刚熟后用原汤浸泡至温热，使其吸收水
分，便于刀工处理；猪肉应片（或切）成皮
肉相连的薄片

用料精准到0.1克

看商报上客户端
学做15道经典川菜
省川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揭秘川菜标准制定背后的故事，规范上

的每一道经典菜肴，都是由3位川菜名师同时分别完成，再根据他们的
用量来测取平均值

蒜泥白肉会做了吧
猪肉165克 复制酱油20克 蒜泥15克
辣椒油35克 芝麻油2克（味精）0.5克

15

毕生高速下月通车
川贵多一条安全通道

有没有社保、贷款违约、交通违
法？成都正在建设的公民信息管理系
统，将实现居住、婚育、就业、纳税、信
用、社会保险等信息一体化管理。该系
统将构建跨部门数据共享交换平台，
归集全市各级各部门和公共企事业单
位涉及的全域成都的公民信息数据。

个人信息：
数据目录动态调整

分析发现失信行为
正积极研究通过部门间数

据共享发现的不一致信息，发
现使用伪造证件、提供虚假材
料等失信行为；通过对比人口
死亡信息和享受各种社会保障
信息数据，分析骗取养老保险、
医疗保险等失信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