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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H E N G D U D A I L Y

新华社北京 5 月 24 日电 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
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 60 多
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
色，事迹感人。在部队，他保家卫国；到

地方，他为民造福。他用自己的朴实纯
粹、淡泊名利书写了精彩人生，是广大
部队官兵和退役军人学习的榜样。要
积极弘扬奉献精神，凝聚起万众一心奋
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今年 95 岁的老党员张富清是原

西北野战军 359 旅 718 团 2 营 6 连战
士，在解放战争的枪林弹雨中九死一
生，先后荣立一等功三次、二等功一
次，被西北野战军记“特等功”，两次
获得“战斗英雄”荣誉称号。1955 年，
张富清退役转业，主动选择到湖北省

最偏远的来凤县工作，为贫困山区奉
献一生。60 多年来，张富清刻意尘封
功绩，连儿女也不知情。2018 年底，
在退役军人信息采集中，张富清的事
迹被发现，这段英雄往事重现在人们
面前。

成都公安表示，成都积分落户实
行集中受理制。申请人于当年6月1
日至 7 月 31 日进行申报；除个人贡
献指标注明的情形外，其他指标项的
申报材料积分计算截止时间均为当
年 5 月 31 日；申请人应在居住证签
发地的区（市）县政府政务服务中心
设立的受理窗口申报积分。

今年的具体时间节点如下：
1.网上预约积分申办：2019年5月

25日起，网址：rkb.chengdu.gov.cn；
2. 申办进行：2019年 6 月 3 日至

7 月 31 日，地点：各区（市）县政府政
务服务中心居住证积分受理窗口；

3.可查询积分结果：2019年9月
15日，网址：rkb.chengdu.gov.cn；

4. 办理积分入户地址：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进入 2019
年度成都市居住证积分入户名单的
人员，须按户口迁移相关规定前往居
住地区（市）县公安办证中心办理户
口迁入手续。（逾期未办理的视为自
动放弃）。

本报记者 李旻

本报讯 （记者 粟新林 杨富） 昨
日下午 4 时 40 分，四川首架保税融资
租赁飞机“双流壹号”抵达成都双流国
际机场。“双流壹号”的交付，不仅意味
着双流区飞机保税融资租赁业务实现
零的突破，双流区建设中国航空经济之

都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也标志着成都航
空经济功能区产业生态圈进一步完善，
以及四川自贸试验区内飞机租赁产业
发展取得实质性突破。5月30日，该架
飞机将迎来商业首航，执飞成都—上海
航班。

此次项目落地是以金石租赁在成
都双流综保区内设立的 SPV 公司为出
租人，以四川航空为承租人，由出租人
购进 1 架空客 A330-300 型宽体客机

（约人民币 7 亿元），采用保税融资租赁
方式，租赁期10年。

“以保税融资租赁方式引进‘双流
壹号’，是双流区航空经济的创新业态，
该项目合作成功使双流在 SPV 飞机租
赁业务领域拥有了和天津、广州等地一
样的实际操作经验，在潜力巨大的飞机
租赁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双流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该区的航空租赁业发展
将进入快车道，飞机整机、航空发动机、
机场地面设备、航空研发、制造、维修设
备等租赁项目将陆续开展实施。

据双流区航空经济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区将重点布局双流综保区、物流园
区等区域，重点发展航空租赁、跨境金
融、数字金融、新兴金融服务等。积极争
取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复允许经营性租赁
收取外币租金，推动飞机整机、航空发动
机等保税租赁业务落地，推动山西证券
航空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航空并购基金
等落地，推动中国信保、聚源保理开展中
国邮政园区跨境电商保理项目；与海关
联合研究推动保税区资产物权认定研
究，开展保税仓仓单质押融资、保税融通
仓等创新业务；力争实现区内金融企业
主营业务收入达到45亿元。

“双流壹号”抵达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本报记者 张青青 摄

痛点：产业阵容强势但生活配套不足

地下综合管廊无障碍段贯通
污水干管建设全面开工

走进科学南 7 路项目工地，记者在
现场看到，挖掘机、推土机等大型机械以
及十余名工人正在进行土方作业，巨大
的综合管廊已初具雏形，只待内部管线
进入，已贯通的部分管廊已经完成了回
填，其余的管廊外侧已完成了铺砖作业。

“我们要求施工单位严格按照工期
保证项目建设进度，目前，无障碍段的
地下综合管廊已经全部贯通，其余段也
正在进行建设。”据成都天府新区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代表李邵宇介绍，首批开
工项目包括科学南 7 路、雅洲路以及鹿
溪河下游国际组团景观建设三部分，目
前正在进行地下综合管廊障碍段以及
污水干管建设，组团景观的设计方案已
经送审，整体形象进度已完成超三成，
按照天府新区要求打造的样板段预计
下个月完成并和市民见面。

在项目工地，记者还发现，每间隔
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大坑”，深度在10米
左右。“这些坑是我们进行污水干管建
设准备的，除了跨河段落，其余的污水
干管全部实行地下作业，类似于‘挖隧
道’，而且是分段同时开工。”据项目技
术负责人陈熟介绍，地下作业相较地面

施工来说困难度略有增加，但是目前的
技术较为成熟，虽然耗时可能较长，但
是不会影响项目建设进度。

“这个项目建设时间紧、任务重，建
设过程中最怕遇到下雨，我们基本是人
停机器不停，施工期间一直都轮流坚守
现场值班，确保施工过程的质量、安全，
及时解决现场遇到的问题。”陈熟告诉
记者，前天完成的鹿溪河跨越段工程是
整个污水干管建设最难的环节，工程位
于河道内，汛期将至，顶管施工危险性
较大，因为天气及地质原因，施工车辆
无法进入鹿溪河西侧岸边，只能在河东
岸将混凝土跨河运输再进行填埋，工程
量增加不少。“5月8日开始围堰施工，5

月 10 日开始沟槽开挖，5 月 12 日开始
垫层浇筑，5 月 14 日开始管道吊装，5
月 23 日开堰放水，原本 2 个月才能完
成的工程，在方案不断优化下被整整缩
短至16天。”

痛点：项目范围大 不方便监管

一个平台“管”所有工地
新区首个“智慧工地”系统上线

走进紫光芯城市政配套设施建设
项目指挥部，记者看到，在一面巨大的
显示屏前，项目经理周建军正在指挥现
场作业。 紧转04版

习近平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积极弘扬奉献精神

凝聚起万众一心奋斗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全省首架保税融资租赁飞机
“双流壹号”昨日交付

由川航承租10年，5月30日商业首航执飞成都—上海航班

不断优化最难环节方案 工期缩短了3/4
紫光芯城市政配套建设项目样板段预计下月完成

“通水了！通水了！”昨日早上8点多，伴随着挖掘机的轰鸣声，位于雅洲路K1+232段鹿溪
河跨越段围堰被挖开，河水自北向南倾泻而下，将河底的污水管道彻底淹没。这段工程的竣工
也意味着紫光芯城市政配套建设项目中污水管道建设最难的一关被攻克。

类似的场景几天前也有发生。昨日，记者从成都天府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获悉，科学
南7路及雅洲路两条紫光芯城纵向主干道的地下综合管廊无障碍段已经于日前全线贯通，目
前正在进行道路下方的污水干管建设。

今年3月，市委常委会听取了天府新区“三重”工作推进情况汇报，并提出天府新区投资促
进和项目促建的力度尚需进一步加大，城市公共服务设施尚需进一步完善，对此，天府新区迅速
响应落实会议精神，在扩大产业布局、加强招商引资，塑造区域“软实力”之余，按时保质推进产
业园道路交通、污水处理、生态环境等市政配套设施建设，着力提升区域“硬环境”。昨日，记者
实地走访紫光芯城市政配套建设项目工地了解到，该项目样板段建设预计下月完成并亮相。

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发布大会成果
成都市与“一带一路”东南亚非政府组织联盟等签署《亚洲美

食文化联盟战略合作协议》

新华社北京 5 月 24 日电 5 月
15 日至 22 日，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在
中国北京举行。亚洲47个国家以及
域外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和文化、
教育、影视、智库、媒体、旅游等领域
的代表共计 2000 余人参加大会相
关活动。大会举办了规模盛大的亚
洲文化嘉年华和丰富多彩的亚洲文
明周活动，吸引民众踊跃参与。大

会在广泛凝聚各方共识基础上，发
布会议共识文件。同时，参加大会
的中外机构签署一系列多边、双边
倡议和协议，发布一批重大项目成
果和研究报告，形成了一批推动文
明交流互鉴的务实举措和合作成
果，共 4 大类 26 项。亚洲文明对话
大会筹委会负责人就大会成果发布
如下：

一是发布《亚洲文明对话大会
2019 北京共识》。与会代表们一致
认为，亚洲先辈们共同创造了璀璨的
文明成果，亚洲人民应当树立起高度
的文明自信，努力续写亚洲文明新的
辉煌。举办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为促
进亚洲乃至世界各国文明加强平等
对话、交流互鉴、共同发展，提供了一
个广阔新平台。 紧转04版

今年积分落户开始预约
6月3日至7月31日正式受理

今年，是我市试行积分落户的第二年，去年积分落户3727人。今日起，全市
各区（市）县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将开通今年的居住证积分申报预约服务，从6月3
日至7月31日正式开展受理。针对此次积分落户政策，怎样申请、如何办理、在哪
儿办的3大热点问题，市公安局户政管理局积分管理处进行了权威解答。

按照规定，积分标准分值为 100
分，居住证总积分达到标准分值，且
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具备申请积分
入户的资格——

持有本市居住证（有效期内）；
男55周岁以下，女50周岁以下；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按国家和省、
市相关规定连续缴纳城镇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5年以上；

无刑事犯罪记录及未参加国家
禁止的组织或活动。

居住证分值100分 达标可申请

9大加分项 注意计算截止日期

去年 3 月 9 日，《成都市居住证
积分入户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

（简称《细则》）发布，有效期 2 年，今
年是试行第二年。《细则》中规定了
12 个居住证积分的具体指标及其分
值。其中，缴纳社会保险、合法稳定
居住、教育背景、引导人口合理布局、
引导人口梯度转移、急需紧缺工种

（职业）、个人贡献、鼓励创新创业、年
龄等9项指标为加分项。

今年 5 月 6 日，市发改委发布
《成都市居住证积分入户管理试行办
法政策解读》，解读今年积分落户的
具体要求——

缴纳社保
缴纳社会保险指标方面，申请人

在成都按国家和省、市相关规定参加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镇职工
基本医疗保险，截止 2019 年 5 月 31
日起上溯计算按月连续不间断缴费
满 6 个月的，两种保险分别积 5 分，
满12个月的，分别积10分。

连续居住
合法稳定居住指标提到“连续居

住”，以办理居住证时间为准，申请人
在本市实际居住且连续办理了居住
证的，按每年 1 分累计计算。居住证
需在 2019 年 5 月 31 日前办理且在
有效期内。

转移指标
引导人口合理布局指标方面，用

人单位是否属于“东进、南拓、北改”
区域，以当地政府、园区管委会提供
单位名册为准；在用人单位的就业时
间以在用人单位缴纳社保时间为准，
计算时间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5月31日，且累计缴费满12个月。

引导人口梯度转移指标方面，以
居住证记载的地址变更为准。计算
转移时间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5月31日。

“申请人就业地转移”是指申请人
就业单位注册地发生变更，以工商登
记的注册地址变更为准，就业时间以
社保缴费时间为准。计算转移时间自
2018年1月1日至2019年5月31日。

此外，慈善捐赠、无偿献血等时
间节点均为2019年5月31日。

6月可办理 9月查积分

积分方式

办理时间

工作人员通过

﹃
智慧工地

﹄
系统指挥施工

。

云闪付国内首次在地铁应用
成都扫码乘车又多一种选择

使用
方便

云闪付不用提前在乘车账户充值，只需在 APP 内
绑定银行卡，即可实现乘车后从银行账户扣款。扫码
支付服务流畅度高，扫码交易速度能达到毫秒级。

应用
广泛

云闪付 APP 还可申领电子社保卡办理相关服
务，并可应用于智慧景区、高校食堂、菜场、餐饮等便民
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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