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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经济

本报记者 龚友国

说起近些年来成都的公共交通，市民们无不交口称

赞。从优化公交线网，大幅增加公交线路，将多条主要线路

的运营时间延长到深夜 11 点，到开辟 76 条、总长度 667.8
公里公交专用道，使公交车平均运营车速高出非专用道车

速约 50%，再到公交 IC 卡 2 小时内免费换乘、70 岁以上老
人免费乘坐公交以及配合二三环限行政策而推出 44 条免
费公交线路……的确是亮点纷呈，深得民心。

近两年公交投入超出“十一五”总和

在正在召开的四川省十二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了四川省人大代表，成都市公交集团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陈蛇。

陈蛇对记者说：“听了魏宏省长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

感到备受鼓舞。报告充分体现了党的十八大精神，紧贴四

川实际，符合四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整体要求，我完全

赞成。”他说，报告明确指出，加快发展仍是四川省发展的

主基调，这是四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迫切需要。同时，报

告强调要优化发展格局，启动实施多点多级的发展。

陈蛇说：“格局的变化就是现实要素的重新配置组合，

区域经济格局是以地区的综合实力对比为基础，城市间的

竞合关系不仅不减少综合实力，而且通过最终经验共享达

到最大化发展，是一种健康和谐的发展方式。这种发展格

局是区域经济重要的战略部署。我们要主动去调整思路，

把握机遇，迎接格局变化的挑战。”

结合公交工作的实际，陈蛇说：“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强

公共交通设施基础建设，提高城市的综合承载能力。我们

工作在公共管理的前沿阵地，对城市的承载能力不断提升

有着最直接的感受。快速的城市化、城市的机动化所导致

的城市拥堵问题，已经上升为当前城市最重要的民生问

题。省政府的工作报告能够对公共管理方面的工作进行部

署，充分反映了省委、省政府对民生问题的关注和重视，让

我备受鼓舞和感动。”

他告诉记者，2012 年年初，成都市委书记黄新初就明
确指出：“公交优先就是百姓优先，发展公交就是发展民

生。”2011 年、2012年这两年，成都市政府加大了对公交的
投入，其力度远远超出了“十一五”投入的总和。成都市公

交集团目前有公交车近 9000 辆，每天接送的乘客有 450
万人次左右，其规模和服务能力位居全国同行业第二；从

整个城市的公交规模来看，成都紧随北、上、广、深之后，在

全国城市中位居第五。

以乘客为本，实现城市公交全面“提速”

“这几年我们秉承以人为本，以客为重的服务理念，不

断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市民越来越乐于乘坐公交车，为

此我们感到很幸福。”陈蛇由衷地表示。

今年，2013 财富全球论坛和世界华商大会将先后在成
都召开，将成为成都改善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质、实现新

一轮跨越的“催化剂”。陈蛇告诉记者，在大力提升城市公

共交通设施方面，成都公交集团今年将新增 900 辆公交
车，预计 5月就能上路行驶。他还透露，按照财富论坛“一
轴三节点”硬件提升方案，成都还将对相关区域内近 200
个公交站点进行改造。改造后这些站台将使候车的乘客有

更高的舒适度，充分体现以乘客为本的理念。同时，还启动

了双语服务、标准化服务的软件升级行动。

“我们对贯彻落实本次人大会议精神，提高公交的承

担力充满信心！”陈蛇说，未来五年成都市公交集团要力争

建成“干线快捷、支线可达、布局合理、准点守时”的大容量

快速公交系统，实现城市公交全面“提速”；力争实现公共

汽车保有量 15000 标台以上，车辆节能减排达标率 100%；
地面公交日均载客 600 万人次以上，出行分担率达 30%以
上；公交车辆进场率 85%以上；重大责任事故安全间隔里
程 2 亿公里/次以上。
据记者了解，近年来，成都公交以实现政府、股东、乘

客、员工和社会“五满意”为目标，通过改革公交 IC 卡票制
结构等系列改革举措，有效增加了日均载客量，提高了成

都市民对公交出行的满意度以及公交集团的出行分担率，

为促进和谐成都建设做出了大量的有益工作；通过实行公

交线路分区域集中管理和推行扁平化、精细化管理，实现

了对各种资源的集约利用，集团公司节约了上亿元的成本

支出。

与此同时，成都市公交集团还扎实推进文化强企建

设，启动管理创新、作风转变、宣传导向等“十大文化强企

工程”，在广大员工中形成“公交优先、公交必须优秀”的共

同理想信念。2012 年，该集团圆满完成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和全国城市文明程度指数测评工作，获批“博士后创新实

践基地”，被评为“四川省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喜

获中国质量奖的最高荣誉———“中国用户满意鼎”。

让市民乐于乘公交

本报记者 董秋彤

成都青白江重点产业项目
演变成商业地产牟取暴利

在青白江，可以看到成片荒芜的土地杂草丛生。老百姓说，
都圈地搞物流了。寒风中，失地农民的冬天似乎更冷

提供银行贷款支持的成都农商银行部门负责人面对记者坦率承认：很多项目虽然已经立项，确实在没有

完全拿到国土使用手续就开工建设，这种情形是存在的，也是当地政府容许的，我们提供的是商位贷款，即商

家租赁商铺的租金贷款，不需要商家提供任何抵押担保。

前不久，有媒体报道，为桐乡市

政府重点扶持项目、号称将打造“中

国最大的皮革集散地”的桐乡鞋业皮

革城以及大张旗鼓兴建的桐乡世贸

中心，由于生意冷清，营业额还不够

店铺租金，许多商户被迫关门歇业。

尤其饱受诟病的还有某些市场

采取“返租销售”形式卖商铺。开发商

承诺给购买商铺的投资者前三年 8%
的租金回报，第四年到第六年 10%的
租金回报，如此之高的回报吸引了不

少的投资者。然而，由于生意冷清，开

发商承诺给商铺投资者的收益不能

兑现，投资者十分忧虑和愤怒，认为

自己遭受了商业欺诈，有的已经走上

打官司的道路，有的甚至还到桐乡市

政府去抗议，经营过程中冲突不断。

据了解，售后返租这种做法，是

多年前国家就明令禁止的，开发商承

诺的未来收益也毫无法律保障，其市

场风险已经在浙江桐乡暴露无遗。

然而，《中国企业报》记者惊异地

发现，眼下在成都青白江区，竟然也

有着与浙江桐乡极其相似的情形，而

且涉嫌严重的土地违法。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来到成

都市青白江区。靠近成都市区的一大

片区域是青白江区为了承接成都市

北城改造（简称“北改”）的浩大工程

而规划的“工业南区”，记者看到，新

修的青白江大道宽阔笔直，道路两

旁，一个个规模宏大的建材市场十分

引人瞩目。

记者走进大港建材城售楼部，一

个小伙子立刻迎上前来向记者兜售

他们的商铺。据这个小伙子介绍，大

港建材城占地 2300亩，总投资 50亿，
总建筑面积 200万平方米，预计年交
易额 300 亿，一期已于 2012 年 9 月

23日开业。售楼人员介绍，一期 20
栋，占地 1300 亩的商业铺面已经全
部交付，2012 年 9 月 23 日举行了盛
大的开业仪式，有 300家商家进驻营
业。在对方提供的资料中，有四川省

政府川府发 2011年 1号文复印件显
示，该项目被列入省市重点项目，二

期商铺将于近期开盘，现在开始收 2
期 2000余户商铺诚意金，交 3万元抵
扣 5万元，他热情邀请记者参加排号
登记，记者问目前已有多少人排号

了？他回答说已经 400人左右了。“很
抢手呢，早点排号机会多一些。”他

说。 （下转第二十六版）

省市重点项目违法建成建材市场

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在

经历“5·12”汶川特大地震，外来藏独
势力破坏的严峻形势下，2012年地区
生产总值突破 200亿元，达到 201.7
亿元，增长 13.6%。县域经济实力不断
增强，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10亿元的
县达到 8个。财政收入 24.8亿元，是
2007年的 3倍。这令人鼓舞的经济发
展背后是民族区域特色发展模式的

支撑。

记者走进四川省第十二届人民

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阿坝州代表团，

一一探寻这颇具特色的民族区域发

展形势。

民族地区须交通先行

四川省人大代表，阿坝州委书记

刘作明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

访时说道：成都等城市群的发展既需

要内部生态环境供给更需要一个外

部优质的生态环境来作为支撑。在大

区域范围内，民族地区最大的特点，

就是其生态环境优良，是水源、空气

以及气候影响的重要因素。因此，民

族地区要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大力建

设生态文明。坚持民族特色产业发展

道路，深化区域合作，让良好的生态

环境来反哺经济发展。这也正是四川

省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的优化发展

格局，启动实施多点多级战略针对阿

坝州实际情况的要求。

刘作明说，今后一个时期还要

加大对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扶持

力度，对特色产业的技术创新乃至

产业基地建设给予帮扶。只有在省、

州两级政府共同财政支持下，才能

助推民族地区特色产业发展；交通

发展是经济建设的保障，要加快对

民族地区基础设施特别是交通设施

的建设投入。

刘作明告诉记者，近年四川省交

通建设大幅度向前跨进，已成为西部

交通枢纽。但是从成都以西去看，民

族地区“西出之道”目前没有快捷的

直达通道，四川发展的战略腹地是在

西部，不仅是阿坝，还包含着青海、西

藏等地区。交通的发展不仅能带来经

济效益，更重要的是社会效应和政治

效应，因为只有“交通先行”才能真正

促进民族地区的经济开放，对民族地

区的长治久安具有重大影响。

刘作明介绍，阿坝州工业实现重

构新生，全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从

2008年的 11亿元奋力起跳，连跨三
个 10 亿元台阶，2011 年达到 47 亿
元，年均增长 51.7%，增速位居全省第
一。旅游实现强势振兴，2个国家 5A
级景区、8 个 4A 级景区、102 个精品
旅游村寨，仅 2012年，全州游客达到
210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186 亿
元。

五年来全州累计签订协议合作

项目 167个，履约项目 233个，到位国
内省外资金 198亿元，实际利用外资
3000万美元。

要产业发展
更要生态立州

阿坝州现有工业企业在地震后

都迁移到茂县一带。工业建设与生态

立州要相辅相成，吴泽刚州长介绍

说，不能“谈工色变”，虽然我们的主

攻方向不在工业，但已符合环境标

准，已经建立在州内的工业企业仍应

继续发展壮大。异地发展也是阿坝州

工业发展的特色道路，在成都金堂建

立的“成阿工业园区”作为新兴工业

园，正好协调解决了阿坝州工业与生

态发展的问题。新建工业项目今后的

发展方向依然是借地发展，共建园

区，共同发展，共享成果。

阿坝州电力公司总经理马强告

诉记者，“阿坝州水电资源富集, 可利
用水能资源达 1400万千瓦，已开发
水电装机总容量 340万千瓦，‘十二
五’期间国家电网还要投资近百亿元

‘再造一个阿坝电网’。公司能源电力

建设为阿坝州的经济发展提供了电

力保障，在面对生态保护的同时，我

们也遇到了一系列困难。阿坝州属于

高山高原地貌，输电网的搭建很艰

难，但我们依然迎难而上，在保障州

内电力供应用电的前提下，还积极向

外发展，把阿坝州富余的电力供应到

其他地方。”

民营企业代表、来自理县芦杆桥

水电公司的李进向记者介绍：芦杆桥

水电公司是杂谷脑河上游梯级规划

和开发的第三级电站，我们对本区域

的水资源进行有效利用，总装机容量

2.5万千瓦。近年来，国家大力支持民
营企业的发展，我们公司去年业绩不

错。在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民

营企业的发展问题，我认为接下来又

将是公司向前迈进的好时机。

一家来自小金县葡萄酒酿造企

业的代表，结合政府工作报告说道，

“小金县与法国的波尔多地区相比，

土壤及气候条件相对更优越、更适合

于优质酿酒葡萄的生长。生态农业的

建设是生态立州的体现，我们企业完

全按照这一发展要求进行管理、酿

造。葡萄酒的品质是非常好的，但是

也希望政府要继续进一步解决融资

困难，这样才能更好地使企业做大、

做强。让生态企业得到长远发展。”

产业发展与生态立州并重

阿坝州走出民族区域经济发展新模式
余明思 本报记者 龚友国

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从 2008 年

的 11 亿元到 2011

年的 47亿元，年均

增长 51.7%，2个国

家 5A 级景区、8 个

4A 级景区、102 个

精品旅游村寨，

2012年全州游客达

到 2100 万人次，实

现旅游收入 186 亿

元。

四川省人大代表、成都市公交
集团公司董事长陈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