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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天府大道南延线直行至科学城
立交桥，从空中俯览，一个大大的“V”字
形建筑在蓝天白云下分外显眼，灰白的
色调、流线型的设计，让这座建筑充满了
未来科技感。这里，就是西部国际会议展
览中心。

昨日，记者探访建设现场了解到，目
前会展中心建筑主体工程已经完成，室内
装饰和室外景观工程已进入收尾阶段，配
套功能和招商筹展工作也同步推进，确保
8月底全面完工。届时，此处将成为中国西
部国际博览会永久会址、大型会展主办场
地和高端商务活动平台。

据悉，该项目建筑面积约57万平方
米，地上建筑面积40万平方米，地下建筑
面积17万平方米。室内展览面积20万平方

米，室外展场10万平方米，总展览面积30
万平方米。40多台塔吊和200多名工人同
时施工。项目钢结构的用钢量近11万吨。

“西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所有场馆采
用无柱设计，这样就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场
馆的使用效率。”记者在场馆看见，屋顶
平行排列的桁架，每一个都由向上、向下
两条弯曲的钢柱拼接而成，中间则有若
干垂直于地面的钢柱支撑，只是上面的
钢柱弯曲弧度更大。“我们称之为‘梭形
桁架’，也叫‘鱼形桁架’。从侧面看它的
形状是不是像一条鱼？”其实，屋面主桁
架采用特殊的梭形桁架及钢拉杆结构形
式，正是项目的创新之一，因为这样就能
大大降低结构用钢量。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中国制造业升级快，川德合作受关注

德媒聚焦
西门子成都工厂

好医生进入市民评议阶段
拿起手机

为你支持的医生送上锦旗

西部国际会展中心

初露芳容

如果有谁想看看西门子公司对未来的设想，
他往往被该公司请去上普法尔茨地区。1989年，
西门子公司在上普法尔茨的安贝格建造了一座
电子工厂。现在该工厂自信地称自己是“欧洲最
佳工厂”。

据德媒报道，现在，西门子公司在中国成都
建造了一座姐妹工厂——带有蓝色围栏走廊的
中国版“安贝格”工厂。

就像在安贝格那样，在成都工厂，75%的生产
实现了自动化。每个零件都有一个条形码，以确保
此后每个工作步骤都能被了解。工厂的员工通常
只是监视或调整设备，其余工作是自动完成的。

去年，德国总理默克尔参观了安贝格。当时
为她进行解说的是该基地负责人、技术员卡尔-
海茵茨·比特纳·比特纳说，他的工厂出错率为

“11.5dpm”。“dpm”代表“百万出错率”，也就是
100万个零部件里出现的所有差错。

中国的比特纳也最喜欢谈论他的“dpm”。此
人名叫李永利，在领导成都的工厂前，他在安贝
格度过了三年时光。李永利的讲话中一再蹦出一
个德语词“出错率”。他说，他的“dpm”值达到了
安贝格的水平。他对此非常自豪。

在成都工厂生产的产品有60%供应中国市
场，40%供应世界市场。那里的生产区面积为3000
平方米，小于安贝格工厂。但由于需求巨大，成都
的工厂很快将被扩建到6000平方米。这尤其要归
因于中国政府。

中国政府此前公布了“中国制造2025”战略。
中国经济要变得更环保、更创新，中国制造的产
品要变得更优秀。 （参考消息）

从昨日起，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实行二次安
检。据悉，从机场航站楼门口开始，就需要逐一进
行人体和随身物品扫描，客流高峰期进航站楼或
要排行。

目前，成都机场航班起飞前45分钟就要停办
登机牌，所以，为避免耽误行程，一定至少提前两
小时到机场。同时，为方便快速地过检，旅客尽量
减少随身携带的行李，可选择在值机环节办理行
李托运手续。在等待安检时，旅客可提前脱下外
套，并掏出随身携带的手机、钥匙、钱包等物品。如
果携带了电子产品如电脑、相机等也需要提前取
出，单独接受安全检查。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双流机场实行二次安检

最近坐飞机
至少提前两小时到机场

7月10日晚，四川省首届精准寻医公益行动
暨第四届妙手仁心·成都好医生评选活动正式启
动，不少优秀的中青年医生向我们自荐，同时很
多市民通过拨打成都商报热线电话，分享他们与
医生之间的故事，在“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微信
公众号后台留言推荐他们心目中的优秀中青年
医生。20日，好医生评选活动进入市民评议阶段，
赶紧拿起手机点击进入“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微
信公众号，为心中的好医生送上锦旗。

怎样送上锦旗？大家可以通过扫描二维码关
注“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微信公众号，进入微信
公众号点击“精准寻医”，进入精准寻医的活动界
面。在搜索框中输入医院、疾病以及医生姓名来
寻找自己支持的中青年医生。页面会随即跳转到
医生的专属页面，里面会有医生所在医院、科室、
职称、擅长治疗的疾病、去年的门诊量、收住院病
人及手术量等27个维度的详细信息。市民通过自
己的账号登录，可以为自己喜欢的医生送上锦
旗，还可以留言向医生表达感谢。你送出的每一
面锦旗，表达的每一句感谢，医生都能通过平台
接收到。如果未在活动界面中搜索到你想支持的
医生，可关注并点击进入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公
众号，在首页对话框中，输入推荐两字，点击弹出
的链接，即可填写你推荐的医生相关信息，我们
审核后会尽快将该医生纳入好医生候选人。

成都商报记者 康耕豪

推荐/自荐渠道

❶ 四川名医微信
扫描二维码关

注“成都商报·四川
名医”微信号，进入
微信公众号，在对话
框中输入“好医生”，
即可收到相关的报
名信息。点击弹出的
链接即可参与活动。
❷ 成都商报热线

拨打成都商报热线028-86613333-1，推荐
你心目中的好医生，也希望你能与我们分享更多
你与好医生之间的故事。
❸ 四川名医组委会

拨打四川名医“妙手仁心·成都好医生”组委
会电话028-86780845，秀出中青年医生的实力。

昨日入伏第4天，成都上演了一场全
城“热”恋，数据显示最高气温36℃。上午
8点10分，成都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夏首个
高温橙色预警。

昨日下午3点半，在绕城高速天府站
外十字路口，“火辣辣”的太阳与车辆尾
气叠加在一起的热浪从四面八方涌来，
成都商报记者用温度计测量实时温度发
现，室外温度达到40度，地面温度已超过
50度，几乎爆表，而交警六分局一大队民
警李光耀正在路口中央疏导交通。站在
烈日下，不到10分钟，警服被汗水浸透。

李光耀说，白天执勤时，每天3瓶藿

香正气水是随身必备，500毫升一瓶的水
要喝六七瓶。他已经记不清一天衣服要
被汗水打湿几次，湿了被太阳晒干，热了
又出汗，反反复复。而在城区各路口，交
警们均头顶烈日，坚守在岗位上，保障着
城市道路交通秩序。

据悉，昨日，全市除了都江堰，其余
区县最高气温均达到了35℃以上。而在
中心城区，人民公园自动观测站的最高
气温为37.8℃，武侯区政府站的最高气温
达40.7℃。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张肇婷
摄影记者 陶轲

36℃ 成都昨发今夏
首个高温预警

经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批
准，我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遇袭
伤亡人员回国迎接仪式20日在郑
州新郑机场隆重举行。

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
长乙晓光、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
副主任杜恒岩前往迎接，向烈士
表示沉痛哀悼，向烈士亲属和受

伤的战士表示亲切慰问，向坚守
在国际维和一线的全体官兵致以
崇高敬意。 下转03版

相关报道见03版

维和英雄 忠魂归来
我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遇袭伤亡人员回国迎接仪式在郑州举行

预计8月底项目全面完工，届时，此处将成为
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永久会址、大型会展主办场地
和高端商务活动平台。这里的所有场馆全部采用无
柱设计，能最大限度提高场馆的使用效率。

昨日，成都市区地面温度高达50℃以上，交警们头顶烈日坚守岗位，警服已被汗水浸透

7月19日，鸟瞰西部国际会议展览中心 摄影记者 张直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昨日，
在全国、全省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结束
后，市委书记、市长唐良智立即在成都分
会场主持召开全市电视电话会议贯彻落
实。他强调，要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为全市经济
社会发展构筑起一道坚实的“安全屏障”。

唐良智说，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关于加
强安全生产和汛期安全防范工作的重要
指示批示精神，切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坚

持认识行动双到位、人防技防相结合、责
任奖惩同落实，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
弦，警钟长鸣、防微杜渐，切实保障城市安
全、社会安定、市民安宁。

唐良智说，成都作为特大城市，企业聚
集、人口聚集，安全隐患也聚集，安全生产
形势复杂严峻。安全生产是“非试错”领域，
要坚决克服麻痹大意和侥幸心理，对安全
生产工作要无条件做到位，对安全生产事
故要切实做到“零容忍”；要严格按照“两个
主体责任”要求，强化政府部门监管责任、
企业主体责任，建立完善“党政同责、一岗

双责、齐抓共管”的安全生产责任体系并确
保落实到位；要把防范工作做在前面，强化
机场、车站、地铁、桥梁、隧道、水库、山体、
商场、危化企业等重点行业和领域隐患排
查，把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要整体提升安
全监管能力，加强先进科技手段的运用，采
取工程化措施，提高安全监管、隐患治理、
事故预防的信息化和专业化水平；要加强
安全知识普及宣传，提高一线岗位从业人
员的安全技能、普通群众的安全意识。

唐良智说，当前成都发展势头好、机
遇多、任务重，越是在这种时候，越是需要

一个安定安全的发展环境。要严阵以待做
好防汛减灾工作，牢固树立“防大汛、抢大
险、救大灾”意识，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
汛；交通运输、食品安全、旅游监管等部
门，要在旅游旺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确
保道路交通安全，维护好成都良好形象，
保障旅游者、消费者安全；要认真开展夏
季消防检查行动，针对居民小区院落以及
人员密集、易燃易爆、高层超高层和大型
综合体建筑等特殊场 所开展隐患排查整
治，确保全市夏季消防平安。

副市长刘守成参加会议。

唐良智主持召开全市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时强调

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