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港高技术产业

功能区： 电子信息产

业 新能源产业

成眉战略新兴产

业功能区： 新材料产

业 生物医药产业 节

能环保产业

龙泉高端制造产

业功能区： 汽车研发

与制造业 航空航天

装备产业 工程机械

制造产业

南部现代农业科

技功能区： 农副产品

深加工业

新川创新科技园

及创新研发产业功能

区：独立科技研发

“产城融合”中的产业这一部分，在规划中体

现在布局与发展方向上。

天府新区将大力发展战略新兴产业、高技术

产业和高端制造业，围绕再造产业成都的核心目

标，打造西部领先、全国一流的现代产业集群。

同时， 新区还将聚集发展高端服务业，大

力发展总部经济， 打造西部高端服务业中心；

积极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和现代都市农业，大力

发展国际休闲度假旅游和都市休闲旅游；充分

挖掘现有农业生产潜力，重点发展现代都市农

业，建设四川农业产业化的示范基地。

规划提出， 将逐步引导现状工业用地从城市

核心地区向外围制造业基地集中， 制造业和创新

产业用地总规模为167平方公里，其中制造业用地

97平方公里，创新产业用地70平方公里。

其中， 电子信息产业落位于空港高技术产业

功能区内，重点依托仁宝、纬创等信息技术产业重

大项目发展； 新能源产业落位于空港高技术产业

功能区内， 重点依托现状成都新能源产业功能区

（西航港）发展；新材料产业落位于成眉战略新兴

产业功能区内， 重点依托现状成都新材料产业功

能区（新津）发展；生物医药产业落位于成眉战略

新兴产业功能区内， 规划结合现状新材料工业园

及国家生物科技农业产业基地发展； 汽车研发与

制造业落位于龙泉高端制造产业功能区， 其中整

车装备主要依托现状国家汽车产业基地， 汽车零

部件生产主要依托成资工业园； 航空航天装备产

业落位于龙泉驿高端制造产业功能区， 重点依托

国家级经济开发区现有的航空航天装备产业基础

及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地发展。

物流产业方面，按照“三园区三中心”格局打

造区域性物流中心，规划物流园区及物流中心用地

共15平方公里。

“产城融合”这一理念在规划中得到了多方

面的体现，比如居住用地规模方面，规划天府新区

居住用地120平方公里， 比现状增加约85平方公

里， 规划居住用地占城镇建设用地总面积的

18.5%。 而且， 规划特别提出了要 “构建保障体

系”，即加强保障性住房供应。

记者在规划中发现，“住房发展策略”第一条

就是“促进产城融合”。其中提到，要求社区布局

以职住平衡为导向，满足就业人口就近居住的需

求。同时新区将完善生活配套，加强基础教育、医

疗、文体等基础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同时，构建保障体系，加强保障性住房供应。

针对中低收入阶层、被征地农民、外来务工人员等

保障对象的不同需求，提供不同的住房产品。

倡导多元和谐，提倡混合社区建设，商品房开

发与保障性住房供给相结合， 鼓励商品房开发过

程中配建一定比例的保障性住房， 实现社会资源

共享。此外，还要贯彻生态理念，延续成都平原的

田园风光，保护利用自然山水和农田景观资源，建

设城田相融、低碳环保的生态社区。

在发展策略指导下，天府新区规划三种类型的

社区，分别为高品质生态社区、普通商品房社区和

兼容型社区， 其中兼容型社区包括商务兼容型社

区、研发兼容型社区、产业兼容型社区三类。

政策保障性住房主要包括农民还建房、 低收

入人群保障房和产业工人住房三类。 政策保障性

住房应根据不同人群的需求特征， 合理地安排在

各功能区。

低收入人群保障房： 保障房选址布局在邻近

就业地点、 公交站场等交通及生活成本较低的地

区，并在六大功能区内相对均衡分布。鼓励采用出

让商品房插建保障房的形式，促进社区融合。

产业工人住房：鼓励通过政府与园区、企业的

合作， 将部分产业工人的住房统一纳入保障房范

围，采用在邻近厂区地块建设居住小区的形式，提

高开放性， 增进社会交往， 共享社会公共服务设

施。在供给模式上可探索采用廉租房、企业自建或

市场代建、 政府收购或长期租赁邻近乡镇的住房

并整理出租等方式。

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配套服务一直是

老百姓对天府新区关注的重点之一，本次公布的

《总体规划》详细介绍了公共设施布局。从公共设

施规模来看， 规划期末公共设施用地规模约为92

平方公里，占城镇建设用地总面积的14.2%。

构建“大小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体系。这是

天府新区公共设施布局中“发展目标”之一，规划

中称，天府新城构建为大区服务的生产配套功能，

各产业功能区形成适宜产业工人需求特征的生活

配套功能。

另外，将培育一流的高端消费市场，引进国内

一流的文化娱乐、时尚消费和旅游服务设施，形成

多元化的高端服务业集聚区，并建设一批代表城

市形象的标志型公共建筑和公共空间，具备举办

国际性商业活动及文体赛事的设施条件。

配置完备的生产服务设施，根据规划产业门

类的需求特征，高标准配置现代金融、物流、研发

孵化、商务会展、信息咨询等生产性服务设施，强

化成都的生产服务优势， 促进先进制造业高端服

务产业的集聚。

在具体的公共中心体系规划中， 在成都市总

体格局框架下构建天府新区中心体系， 形成三级

节点网络式城市中心体系。

公共设施布局包括行政办公、商业金融、文化

娱乐、体育、医疗卫生、教育科研和旅游共七大类。

商业金融用地规划面积约38平方公里， 规划

在高端服务功能集聚带沿线， 沿天府大道中轴线

形成市级商业中心3处； 结合各功能区的布局，设

置区级商业中心5处。

文化娱乐用地规划6平方公里，在高端服务功

能区布置各类市级文化娱乐设施，并在规划RBD

游憩商业中心形成市级文化中心。 规划片区级文

化中心10处，设置区图书馆、区文化馆、剧场等设

施。基层文化设施中，各社区中心按照每5-8万人

设置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一处。

医疗卫生总用地规划约5平方公里， 规划500

床以上的市级医院15处，200-400床综合医院约

70处。按5-8万人/处的标准，设置80-130处卫生

服务中心。规划在两湖一山、彭祖黄龙、东山六镇

等自然环境较好的地段布置疗养院共6处。

此外，天府新区将城乡一体化发展，构建城乡

功能互补相融、城乡设施均等共享、城乡风貌交相

辉映、 现代城市与现代农村和谐共生的新型城乡

形态。 农村新型社区规划配套设施包括劳动保障

站、卫生服务站、人口计生服务室、综合文化活动

室、警务室、全民健身设施、幼儿园、公厕、污水处

理设施等12项。

成都商报记者 张强 韩利

产城融合

避免重产轻城弊病

天府新区规划的一大特色， 便是力图避免以往新

区建设中重产业、轻城市的弊病，强调“产城融合”的先

进理念，促进产业与居住、公共服务等城市功能的有机

融合、协调互动。

“三位一体”

产业生活都市协调发展

未来的新区内，产业用地、生活用地将就近和均衡

布局，为居民提供多元化的居住社区和完善的社会公共

服务，实现现代产业、现代生活、现代都市“三位一体”的

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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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沿天府大道中轴形

成市级商业中心3处

规划金融商务中心3处：

包括扩建现大源金融商务中

心和双流空港金融商务中心，

并在天府铁路新客站周边规

划新的金融商务中心

产业全国一流 宜居全国一流

引进国内一流的文化娱

乐、时尚消费和旅游服务设施

建设一批代表城市形象

的标志型公共建筑和公共空

间，具备举办国际性商业活动

及文体赛事的设施条件

产城

融合

天府新区对四川、 对成都意味着

什么？

对这一问题，省社科院副院长盛毅昨

日表示，天府新区建设将提升成都和四川

的发展，并成为四川和成都探索新型工业

化、新型城镇化的主阵地，“在这里需要更

多的创新，以探索一条新的转型升级发展

道路。”

在盛毅看来，天府新区建设初期，主要

会在产业带动等方面产生影响。“目前在改

善成都市城市功能，包括推动成都市提升发

展，都有很好作用。比如资阳工业发展很快，

究其原因除了紧挨成都外，也有天府新区建

设的推动力。”盛毅还表示，四川要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全面建设成为经济强省，就需要培育

新的龙头、引擎，来带动全省经济的转型升级，

“天府新区正是这样的龙头、引擎。”

不过在盛毅看来， 天府新区对四川而

言更大的意义在于这里将是一块 “试验

田”。当前四川正在进行新型工业化、新型

城镇化建设， 天府新区正好为四川实现这

一目标提供了一个新载体，“这里是新区，

可以有更多的创新和探索， 这里有望成为

四川进行两化互动的主阵地， 这里的成功

经验还可以复制到其他区域， 带动整个四

川转型升级。”

与其他位于西部的新区相比， 天府新

区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科研实力强

劲，“因此在进行规划时，研发和创新成为

天府新区的一个主要特色。”盛毅说，天府

新区要在创新、开放等方面起到示范作用。

成都商报记者 王楠

打造西部领先、全国一流现代产业集群

天府新区规划产业发展涵盖战略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等5个方向

产业

公共设施

将引进国内一流文化娱乐、时尚消费

各产业功能区形成适宜产业工人需求特征的生活配套功能

居住

未来的居住区 规划增加两倍多

住房发展策略：满足就业者就近居住的需求 提供不同住房产品

规划500床以上的市级

医院15处，200-400床综合

医院约70处。 设置80-130

处卫生服务中心

规划在两湖一山、彭祖黄

龙、东山六镇等自然环境较好

的地段布置疗养院共6处

省社科院副院长盛毅：

天府新区

对推动成都

提升发展有很好作用

三级

公共中心体系

一级（城市级或区

域级）公共中心，两处：

结合CBD建设金融商

务中心，依托麓湖周边

地区的景观环境、结合

新川科技园打造总部

商务中心

二级（片区级或组

团级）公共中心，规划

综合服务中心3处，规

划专业服务中心9处

三级（社区级）公

共中心，根据人口分布

和公共服务需求，设置

社区服务中心

产城融合

工作生活都一流

形成三级节点网

络式城市中心体系

引进国内一流的

文化娱乐、 时尚消费

和旅游服务设施

构筑全覆盖、分

层级、 方便居民就近

使用的生活服务设施

网络

●重点推进天府新城、龙泉高端制造产

业功能区、 空港高技术产业功能区的建设，

并同步启动新津-彭山、双流-仁寿、两湖一

山等多个合作区建设。启动项目主要以高端

服务功能、重大产业项目、重大基础设施项

目和生态环境建设等四个方面为重点。

●以天府新城为重点， 包括新川科技

创新园、金融总部商务区、麓湖高端服务功

能集聚区等项目，加快总部、商务、研发、文

化、会展等主体功能建设。

●以空港高技术产业功能区和龙泉高

端制造产业功能区为重点， 加快集聚汽车

研发制造、电子信息、新能源、新材料等重

点产业项目等。

新区将完善生活

配套， 吸引市民就近

居住

形成保障性住房

均衡布局的体系

建设城田相融、

低碳环保的生态社区

荨业余生活

荨居家生活

荨布局十大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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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25年再造一个产业成都

本版制图 余进

电子信息产业、新能源产

业、新材料产业、生物医药产

业、汽车研发与制造业、航空

航天装备产业、工程机械制造

产业、节能环保产业、农副产

品深加工业、独立科技研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