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四川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国务院批复设立四川天府新区情况通报会上获悉，四川天府新区的总规划日前已获国务

院批复。省发改委主任唐利民表示，国务院批复的总规划是在此前四川上报的《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区总规划（2010～2030）》的基础上修改完

善形成的，“有些地方有修改，但修改都很小”，该规划近4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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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建区包括黄龙溪核心

区、龙泉山和各自然水体，除区

域性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外

原则上禁止任何城市建设行

为， 任何不符合资源环境保护

要求的建筑必须限期搬迁

1578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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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现代新城区

到2025年再造一个产业成都

国务院

将下发实施方案

在谈到四川天府新区的规划建设进度时， 省发改委主任唐利民表

示，国务院对四川天府新区的总体规划批复已经下发，四川天府新区的

规划面积是

1578

平方公里，涵盖成都、眉山、资阳三地，“最终国务院还

要下发一个开发建设四川天府新区的实施方案，将具体到实施细节。”

省发改委

正草拟支持政策

“我们正在草拟财税、金融、土地及其他各个方面的支持政策。”唐

利民表示，在国务院批复天府新区为国家级新区前，四川已制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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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政策支持天府新区发展，“上升为国家级新区后， 支持力度要加大、

面要扩大，把天府新区打造为成渝经济区的新兴增长极，既要辐射西

南，又要带动整个西部发展。”

四川天府新区

设立历程

2010年9月1日

四川省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工作

会提出要规划建设天府新区， 形成以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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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争再造一个

“产业成都”。

2010年11月

《成渝城镇群协调发展规划》获批，规

划提出建设天府新区， 使其成为内陆开放

型经济战略高地的核心区和现代产业重要

集聚区。

2011年1月

天府新区总体规划正式启动。

2011年5月

国务院批复的 《成渝经济区区域规

划》明确提出建设天府新区，重点发展总

部经济和循环经济，加快发展新能源、新材

料、节能环保、生物、下一代信息技术、高端

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2011年7月

省政府组织召开了包括两院院士周干

峙等在内共16位中外著名专家参加的总体

规划纲要成果专家论证会。

2012年

《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进一步

提出加快把天府新区建设成为西部地区重

点城市新区。

2013年12月

省政府正式向国务院报送了将四川天

府新区批准为国家级新区的请示。

2014年9月

国务院《关于依托黄金水道推动长江

经济带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推动天

府新区创新发展。

2014年10月

四川天府新区经国务院正式批复设

立，成为国家级新区。

（韩利 整理）

规划近期城镇建设用地

面积约350平方公里，2015

年比现状增加160平方公里，

其中成都新增145平方公里，

眉山新增12平方公里， 资阳

新增3平方公里

保持经济持续、 快速、稳

定增长， 规划2015年，GDP

达 2500亿元左右 ； 规划

2020年，GDP达6500亿元

左右；规划2030年，GDP达

12000亿元左右

天府新区总人口规模近

期为325万人， 中期500～

550万人，远期600～650万

人。其中，城镇人口规模近期

280万人，中期470～520万

人，远期580～630万人

一门户

两基地

两中心

与中心城区

形成一核、两区、双中心

四川天府新区的规划范围是以成都高新

技术开发区（南区）、成都经济技术开发区、

双流经济开发区、彭山经济开发区、仁寿视高

经济开发区及龙泉湖、三岔湖和龙泉山（简

称“两湖一山”）为主体，主要包括成都市的

高新区南区、龙泉驿区、双流县、新津县，资阳

市的简阳市，眉山市的彭山县、仁寿县，共涉

及成都、眉山、资阳3市的7个县（市、区）、37

个乡（镇、街道），规划面积1578平方公里。

天府新区规划编制中， 四川力求化解传

统城市的拥堵、内涝、污染等突出问题，构建

对现代产业体系的支撑和服务功能， 促进人

与自然和谐相处。主要遵循“山水环绕、组合

布局，产城融合、三位一体，集约高效、低碳智

能，城乡统筹、生态田园，突出文化、彰显特

色”的理念。确定了“以现代制造业为主、高

端服务业集聚，力争再造一个产业成都，建成

宜业宜商宜居的国际化现代新城区， 实现现

代产业、现代生活、现代都市三位一体协调发

展”的定位和目标，并按照生态环境保护先

行、基础设施建设先行、公共服务功能先行等

原则，加快推动天府新区建设。

根据《规划》，四川天府新区将与成都中

心城区共同形成“一核、两区、双中心”的整体

结构。其中，“一核”指《成渝经济区区域规

划》中确定的成都发展核，范围为整个成都市

域。“两区”中，中心城区作为优化开发区，重

点提升传统服务功能，功能宜为文化、商贸、金

融等；天府新区作为重点开发区，主要集聚新

型城市功能，包括科技、商务、行政文化、现代

制造业基地和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等。“双中

心”指成都老城中心和天府新区的新中心，其

中天府新区新中心重点集聚科技、商务、文化

等高端服务功能， 形成有鲜明特色的空间形

象，打造为天府新区的标志性亮点区域。

一门户两基地两中心

再造一个产业成都

《规划》提出，四川天府新区的核心功能

包括“一门户、两基地、两中心”，其中：“一门

户”是指内陆开放门户，“两基地”是指高技术

产业基地与高端制造业基地，“两中心” 是指

西部高端服务业中心和国家自主创新中心。

具体来说， 内陆开放门户就是内陆面向

欧亚对外开放门户的重要组成部分， 西部地

区与全球经济、技术、信息、文化交流与合作

的通道和平台； 高技术产业基地就是以电子

信息为龙头产业，做大做强新能源装备制造、

新材料、 生物技术等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形成万亿高技术产业基地；高端制造

业基地就是以汽车研发制造为重点， 大力发

展航空航天、 工程机械及节能环保设备等高

端制造产业，形成万亿高端制造产业基地；西

部高端服务业中心就是金融商务中心、 商贸

物流中心、会议博览中心、研发设计中心、文

化创意中心、行政服务中心、旅游服务中心、

时尚消费中心； 国家自主创新中心就是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 世界一流创新基地和科技

园区，国家级军工民用转化基地，成都建设国

家创新型城市的组成部分。

产业发展方面， 四川天府新区将按照

“产业高端、布局集中”的原则，有选择地

发展带动性强、技术密集、能形成竞争优势

的主导产业， 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现

代制造业，集聚发展高端服务业，积极发展

休闲度假旅游和现代都市农业， 实现再造

一个产业成都。

2020年GDP达6500亿元

远期将超600万人

《规划》提出了具体的专项发展目标与

策略。经济实力指标为：保持经济持续、快速、

稳定增长， 规划2015年，GDP达2500亿元左

右；规划2020年，GDP达6500亿元左右；规划

2030年，GDP达12000亿元左右。

社会发展目标为：推进城市化战略，推

动人口集聚与城镇化， 提高城乡居民收入

水平和生活质量，维护社会公平，保障公共

利益。

生态环境保护目标为：坚持全面、协调、

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资

源利用效率明显提高， 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

善，可持续发展能力明显增强。建设经济持续

增长、社会和谐进步、环境优美、适宜居住的

生态城市。

为有效落实城市发展目标，《规划》还制

定了发展目标指标体系。

《规划》对四川天府新区未来的人口

规模也进行了预测， 其提出规划总人口规

模近期为325万人，中期500～550万人，远期

600～650万人。其中，城镇人口规模近期280

万人，中期470～520万人，远期580～630万

人。预测城镇化率为：近期86%，中期94%，

远期97%。 规划城镇建设用地规模为近期

350平方公里，中期500平方公里，远期650平

方公里。

划453平方公里禁建区

不合要求建筑限期搬迁

根据建设用地适宜性评价结果，结合发

展目标和规模，《规划》划定了四川天府新区

的禁建区、限建区、已建区和适建区，并分别

制定空间管制策略，作为今后天府新区城市

建设和管理的前提和依据。

其中，禁建区包括黄龙溪风景名胜区核

心区、龙泉山（含花果山风景名胜区核心区）

和各自然水体，面积约453平方公里。黄龙溪

作为省级风景名胜区和历史文化名镇，应严

格遵守《风景名胜区条例》和《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相关要求，发挥其

文化传承的重要作用；其他禁止建设地区作

为区域生态培育、生态建设的首选地和重大

基础设施的预留地，应对区内生态环境实施

严格保护，实施严格的生态保育政策，除区域

性重大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外原则上禁止任何

城市建设行为，任何不符合资源环境保护要

求的建筑必须限期搬迁。

限建区主要分布于龙泉山西侧，面积约

475平方公里。限建区作为城市生态系统的主

要组成部分，是直接服务于城市的生态空间，

应通过植树造林和其他专项生态环境整治项

目积极提高区域生态环境质量，提升其生态

服务水平，同时科学合理地引导开发建设行

为，除市政基础设施和公益性项目以外，原则

上禁止大规模城市开发。

已建区指现状已建成的区域，应综合协

调区内功能布局，完善配套设施，加强城市更

新改造和环境综合整治。

适建区指禁建区、限建区和已建区以外

的所有适宜建设和经改造可建设的地区，应

根据资源环境条件，本着节约、集约用地的原

则，科学合理地确定开发模式、规模、强度和

时序，以满足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新

区的建设要求。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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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新区空间结构：一带两翼、一城六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