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清明假日坚守岗位
力保项目如期完工

天府新区中科院光电所科学城园区地块平整完毕，预计明年12月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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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程怡欣） 清
明小长假，我市以多云天气为
主，期间虽有小雨，但并没有影
响到市民出游的热情。据市旅
游局统计数据显示，小长假期间
我市共接待游客 657.6 万人次，
同比增长 4.4%。其中，接待过
夜游客 126.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3% ；接 待 一 日 游 游 客 531.4
万人次，同比增长 2.1%。实现
旅游总收入达 50.23 亿元，同比
增长 17.5%。

节日期间，我市各大古镇和
熊猫基地迎来了大批游客，逛古
镇、品美食、赏美景、看熊猫成为
游客最喜爱的旅游活动。据四
川省假日填报信息系统统计，清
明小长假期间，我市黄龙溪古镇
接待游客 21.63 万人次，洛带古
镇接待游客 16 万人次，街子古

镇接待游客 12.57 万人次，平乐
古镇接待游客 11.7 万人次，大熊
猫繁育研究基地接待游客 11.79
万人次。

此外，很多市民和游客还会
在清明扫墓后，顺带踏青赏花。
节日期间，春暖花开、春意盎然，
我市各地油菜花、桃花、梨花竞相
绽放，不少市民和游客都选择走
进田园乡村，踏青、赏花、吃农家
菜，为假日生活增添乐趣的同时，
也为乡村旅游集聚了人气。

“ 随 着 我 市 天 府 绿 道 的 建
设，共享单车、共享汽车的大批
投入，为游客出行提供了更多选
择，低碳绿色出游受到了游客的
热捧。”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整个假日期间，文明和谐、绿
色环保成为我市旅游风向标，游
客纷纷点赞。

机器轰鸣、人声鼎沸、塔吊林立，
工程车辆和人员往来穿梭，尽管还是
清明小长假，但昨天，位于天府新区
的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科学
城园区项目却一片繁忙。施工人员
加工加点，只为项目如期完工。据了
解，该项目由成都天府新区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代理建设，是中科院在西南
地区规模最大的研究所，位于天府新
区鹿溪河畔，作为国家光电领域的重
要战略科技力量，中科院光电所科学
城园区主要研究方向涉及光电跟踪
测量、光速控制、自适应光学、先进光
学制造等领域，该项目落户天府新
区，将为实现科研与产业共同发展，
提升军民融合产业布局以及创新体
系建设提供历史性机遇。

作为天府新区“全面落实年”的重
点推进项目，项目建设推进速度如
何？有哪些问题需要快速解决？这个
清明假日，一线的建设者如何坚守岗
位，付出辛勤汗水？⋯⋯清明小长假
最后一天，记者来此探访，找寻实现天
府新区建设蓝图一线建设者的身影。

飞机融资租赁业务
年内将落地成都关区

本报讯 （记者 杨富） 昨日,
记者从成都海关获悉,自四川自
贸试验区获批以来,成都海关按
照省委、省政府和海关总署各项
工作部署,紧紧围绕《中国(四川)
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责任分
工清单》相关任务,着力创新工作
机制、争取中央政策、改革监管模
式、支持优进优出,全力助推建设
取得初步成效。截至今年3月31
日,在总体方案责任分工清单涉
及成都海关的 33 项任务中,成都
海关牵头或联合牵头的任务有25
项,其中已有17项落地,5项争取
能在年内完成,其余3项还需向上
争取政策支持;配合参与的任务
有8项,涉及成都海关的部分已基
本完成。今年,成都海关将加快
推动飞机融资租赁业务落地等重
点工作,年内飞机融资租赁业务
将正式落地。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近日海
关总署批准同意在成都铁路保税
物流中心(B 型)开展汽车整车保
税仓储业务,保税期最长可达 3
年。在保税仓储期内,企业暂不
缴纳税费,销售后再办理缴税。
这将有力推动平行进口汽车业务

在川开展。与此同时,今年 3 月
初海关总署等 4 部委发文批准设
立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保税物流中
心(B 型)。这是成都获批设立的
第 3 个保税物流中心(B 型),将成
为天府新区开展自贸试验区制度
创新的重要平台。

最近,成都海关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年将重点做好推动飞机
融资租赁业务落地、加强中欧班
列(成都)沿线国内国际海关合作
等工作。目前,成都海关在前期
深入调研基础上,制定了相关异
地委托监管方案,下一步将会同
相关部门继续通力合作,积极推
动飞机融资租赁业务开展。在加
强中欧班列(成都)沿线国内国际
海关合作方面,今年成都海关将
落实与乌鲁木齐海关合作备忘
录,推动集拼集运模式常态化运
行,支持中欧班列(成都)做大做
强,同时开展与国际班列沿线欧
洲目的地国家海关的国际合作,
探索建立与波兰罗兹海关等班列
欧洲目的地国家海关“端对端”的
合作机制,提升企业在境外通关
的便利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班列
运行效率。

中国智慧
凝聚各方开放共识

亚洲力量
促进世界繁荣发展

命运与共
共创人类美好未来

亚洲进入博鳌时间
全球期待中国声音

8日至11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将在海南博鳌举行。本次年会，
以“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为主题。各国专家学者期待听到共商
合作共赢大计、共谋发展繁荣良方的博鳌声音、中国声音和亚洲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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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

英雄烈士谱
★ “光复军”首领

徐锡麟

2017 年 9 月，项目管理团队接到
指令后，迅速赶到鹿溪河畔，开始开拓
之旅。项目覆盖 56 万余平方米（约
842 亩）的土地，光绕着走一圈都得将
近 2 个小时，而更大的难题在于，满目
尽是高低起伏连绵不断的土丘。现场
没有水、没有电、没有网络。彭思回忆
道，万事开头难，在项目管理团队齐心
团结下，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没有
水，就用洒水车拉，同时钻井抽取地下
水；没有电，就用柴油发电机供电；没
有网，就用手机流量办公。

但这些毕竟只是权宜之计，为了彻
底解决用水用电用网问题，项目管理团
队联合总包单位，仔细研究项目周边市
政规划设计、摸清水电网分布点、用电

负荷和输电来源。掌握大量数据后，建
设者们顶着烈日，实地查看管线布置。
在与市政单位协商后，根据施工特点，
结合 56 万余平方米施工面积用电、用
水需要，设计出主线路和分支线路分布
图。在市政部门的支持下，架起了变压
器，着手布置水管网、排水通道和电路，
并联系网络运营商接通了网络，硬是开
辟了一片适合生活和施工的场所。

“项目建设是天府新区发展的引
擎、压舱石，只有以时不我待、只争朝
夕的精神状态，才能全力推进‘全面落
实年’项目建设，更好地为加快天府新
区建设全面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
市贡献力量。”彭思对记者表示。

本报记者 王李科 文/图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4月7日，
正值清明节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中国科
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科学城园区项目
现场，数台打桩机同时运转，工程车辆
和人员往来穿梭，一派繁忙。

“清明小长假，不能回家祭祖，心里
虽有一丝遗憾，但看着工程一天一个小
变化，心里也就充满了成就感。”头顶烈
日，忙着制作桩基钢筋笼的张强回答着
记者的提问。而像张强这样主动放弃
清明休假，奋战在一线的施工人员还有
很多，他们都有一个愿望，保质保量争
取项目提前完成。

“中国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科学
城园区自去年 10 月启动以来，目前地
块已经平整完毕，正在进行土方回填施

工，预计明年 12 月就能投入使用。”据
建设方成都天府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公建部经理彭思介绍，该项目为中国
科学院光电技术研究所整体迁建项目，
主要建设研发中心、配套用房等，新建
规模约 17.6 万平方米（含地下停车场
及人防 3 万平方米）。“土建、机电设备
与安装工程、总平工程、装饰工程、其他
配套工程⋯⋯”展开一张硕大的“光电
所项目推进情况表”，彭思介绍道：“精
密光学实验楼桩基施工已于 2 月 4 日
完成、项目桩基检测工作已于 3 月 18
日完成、桩基安装和调试已于 3 月 25
日进场⋯⋯”工地节假日实行轮流加班
工作制度，大家拉弓紧弦，快马加鞭，推
进项目如期完工。

项目快速推进的 今天
塔吊林立机器轰鸣，车辆人员往来穿梭一派繁忙

项目艰苦起步的 昨天
工地地势复杂，尽是高低起伏连绵不断的土丘

我市清明小长假
实现旅游总收入50.23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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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村向景区转变
跟上乡村振兴步伐

岷江社区去年10月开始改造果蔬公园一期示范线，
目前正在进行二期规划

▶观景台之争 农民主动要求占用自家土地

▶新津韭黄 金字招牌怎么把它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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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交子改变世界金融进程

成都 世界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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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伟大复兴新征程上
扬帆远航

——从海南建省办特区看中国
改革开放 4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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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长假期间，工人坚守岗位，确保项目如期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