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10月，省政府正式批复

了 《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区总体规

划》,天府新区范围涉及成都市的高

新区、龙泉驿区、双流县、新津县，眉

山市的彭山县、仁寿县，资阳市的简

阳市， 共3市、7县 (

市、 区

)、37个乡

(

镇

)，规划面积1578平方公里。发展

定位是再造一个产业成都， 以现代

制造业为主、高端服务业集聚，宜业

宜商宜居的国际化现代新城区。

“两化”互动，实质就是产城互

动。推进“产城一体”模式，使产业

发展和城市功能高度融合， 才能为

天府新区提供源源不断的发展动

力。为此，成都同期规划产业新城和

城市新区， 同步推进产业项目和生

活设施配套， 同时形成产业聚集效

应和人口承载能力。

按照规划， 天府新区核心为高

技术产业基地和高端制造业基地，

共规划了空港经济开发区、 双流信

息产业区、新川创新科技园、成眉战

略新兴产业区、 成都经济技术开发

区、东山科技产业区、南部现代农业

产业区、 视高经济开发区等八大产

业集聚开发区。

2012年上半年， 高新区引进了

博世集团、 通用电气全球首个创新

中心、展讯研发中心及西部总部、移

动互联网领军企业百纳信息等22个

重大项目。

天府新区双流片区，纬创、旭双等

重大项目已竣工投产， 综保区双流园

区正式封关运行。 上半年全面启动了

“三纵一横一湖”重大基础设施建设，

同步建设天府新区配套路网84千米。

天府新区龙泉片区以汽车为主

的75个重大产业项目完成投资113亿

元，增长33% ；一汽大众二期项目全

面达产、三期和发动机项目进入安装

调试；沃尔沃整车、博世底盘控制等

重大项目正加快建设；美国哈曼音响

等一批高端产业项目签约落户。

新津片区引入了中材西部新材

料基地、美国JM 西部基地、韩国SK

锂电池隔膜材料、 日本东丽复合树

脂项目、 奥地利老虎涂料等新材料

项目47个，总投资达388亿元。

产业集聚发展的同时， 城市功

能配套和基础设施建设也在同步加

快。 天府新区成都分区被划分为32

个产城单元体， 每个单元产业和居

住同时配备。

在此基础上，交通系统建设被放

在了优先位置。“三纵一横一湖”由

天府大道南延线、 元华路南延线、红

星路南延线、 正公路四部分组成，是

天府新区规划的“三纵七横”快速路

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建设不仅对

产业发展起到强大的承载作用，也将

对整个区域城市功能提升发挥重要

作用。目前，相关建设项目正在加快

进度，部分路段将在今年内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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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业宜商宜居 家就安在天府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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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上半年

高新区完成固定资产

投资216.7亿元, 增长

16.4%；规模以上工业

增加值218.14亿元,同

比增长32%……

■2012年， 天府

新区双流区域共实施

重大工业项目122个、

总投资881亿元， 年度

计 划 投 资 81.7 亿 元

……

■今年上半年，天

府新区龙泉片区实现

整车生产13.4万辆、销

售收入183亿元， 分别

增长1.3倍、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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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新区将带动全川产

业竞争力提升

戴宾： 西南交通大学区域与城市

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天府新区为四川实现跨越发

展提供了一次高端产业集聚的新机

遇， 将使四川的产业规模、 产业水

平、产业竞争力达到一个新高度，对

促进新的产业分工、 区域发展格局

以及对外开放格局的形成有十分重

要的意义。 我国目前正处于国际产

业转移的核心地带

,

“外资西进、内

资西移”为天府新区构建起“现代制

造业为主、高端服务业集聚”的现代

产业体系创造了有利时机。

当然，在产业引进上，还是应

当基于天府新区的规划定位，做

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比如积极发

展技术密集、知识密集、附加值高

以及能耗少、水耗少、排污少、占

地少的产业，限制发展水平低、占

地多、能耗高、水耗高的产业。应

当主要引进世界顶尖企业、 全球

各大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

成都商报记者 李娅

图片由双流县提供

努力工作 扎根天府新区

“请问，有什么需要吗？”在双

流县东升街道一家全友家私门店

里， 店长王秀兰总是热情地对待

每一位客人。

35

岁的她，从普通销

售员干起， 凭着自己的勤劳和敬

业，两年多就升成了店长。

王秀兰说，自己和老公从老家

自贡来到双流打工，儿子也带到身

边，在双流读小学，“我们两口子最

大的愿望就是在这里买上房子。”

其实，王秀兰最初的目标并不是双

流。“刚开始我们还是想先奋斗几

年，希望能在成都中心城区安家。”

可现在，小两口的计划有了变化。

“去年就听说四川要建设天府

新区，双流县大部分区域都划了进

去。大家都说，今后这里要建成一

个现代化的新城，各种设施配套都

不比中心城区差。” 王秀兰和老公

就盘算着，要这样的话，还不如直

接把双流作为扎根的目标，“等多

挣一些钱， 干脆就在这里买房子，

比中心城区还便宜点。”

成都作为省会城市 、

作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

套改革试验区,要将全省“两

化”互动 、统筹城乡总体战

略落地生根，就要抓好五大

兴市战略。其中，实施“立城

优城”，首先就要立好天府新

区这座新城。 成都围绕依靠

产业为动力建设城市， 依托

城市为载体支撑产业， 牢牢

把握“再造一个产业成都”的

发展定位，推行产业复合、规

模适度、职住平衡、服务配套

的空间组织方式， 努力把天

府新区打造成我市推进 “两

化”互动、产城一体发展的主

平台， 加快建设以先进制造

业为主、高端服务业集聚、宜

业宜商宜居的国际化现代新

城区。

“两化互动”中，新型城镇化是

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落实在天府新

区建设上，最根本的着力点是要建设

宜人城市。 要把现代化城市形态、高

端化城市业态、特色化城市文态和优

美化城市生态作为宜人城市建设的

基本元素，充分满足多样化的人居需

求，着力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打造一

座“大美之城”。

现代化的城市形态，关键是要塑

造国际大都市的城市风貌和功能。

下一步， 双流将要加快公兴、黄

甲等区域拓展步伐， 抓紧实施东升、

华阳、西航港旧城改造和18个一般场

镇改造，力争尽快打造出一批特色产

业支撑、人口加速聚集、整体形象优

美的现代化区域中心城镇。

打造特色化的城市文态， 关键

是要鲜明体现成都文化的特色和本

底，坚持城市建设“有机更新”，注

重打造城市公共文化空间。目前，黄

龙溪镇的提升打造已经完工； 高新

区中和组团目前已建成1处街道文

化活动中心， 社区文化活动室7个，

文化活动广场6个。

塑造优美化的城市生态，关键是

要把生态系统作为最优先的基础设

施来打造，切实抓好城市公共绿地建

设和滨水空间打造。一系列生态工程

或已经启动，或正在加快启动。

其中，作为天府新区的“生态之

肾” 兴隆湖备受关注。 近日传出消

息，该项目计划将于10月开工，计划

明年底竣工。

兴隆湖生态绿地工程项目位于

双流县、龙泉驿区区域内，兴隆湖湖

面规划面积5100亩，蓄水量超过1000

万立方米， 项目建设主要内容包括：

湖区水利工程，湖区土方、驳岸及湖

尾湿地工程，渠涵输水工程，芦溪河

湿地工程，小流域治理工程及水土保

持工程。 项目总投资约为42.4亿元。

按照规划，打造后的兴隆湖不但具备

调洪削峰防洪功能，还可营造水域环

境，改善该地区生态环境、调整局地

气候， 对于改善天府新区水生态环

境、 提升新区宜业宜商宜居品质，具

有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天府新区数据

产城一体

塑造天府新区发展动力

打造一座“大美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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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斜拉桥

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报关大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