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三岔湖、龙泉湖为重点提升“两

湖一山”的生态和旅游功能；

●依托三圣花乡和黄龙古镇完善两大

绿楔的生态保育和高端服务功能；

●保护和优化沿锦江、 成都198和元

华路两侧绿廊，构建游憩绿道。

天府新区的整体景观风貌结构被规划

为“两轴、四带、九区、多点”。

两轴为景观风貌轴线，包括“天府城市

景观轴”和“锦江文化景观轴”，前者以现

代城市风貌为主，可在重要节点处与水系和

地形条件结合，控制较大水面，形成展现天

府新区城市形象的主要景观风貌轴线，代表

成都延续历史、创造辉煌的发展轴线。后者

沿锦江从成都中心区向南经黄龙溪至岷江，

两岸以文化旅游、休闲娱乐、历史人文等风

貌为主，形成展现成都的特色文化和田园风

光的景观风貌轴线。

四带为特色景观风貌带， 即五环路现代

建筑景观带、二绕田园风光景观带、鹿溪河滨

水休闲景观带、东风渠沿山特色旅游景观带。

九区为九个风貌片区：核心都市山水风

貌区、科技文化特色风貌区、高技术产业特

色风貌区、战略新兴产业特色风貌区、现代

农业特色风貌区、 高端制造特色风貌区、两

湖一山特色风貌区、现代田园特色风貌区和

生态休闲特色风貌区。各区呈现出既斑斓各

异又相互协调融合的城市风貌。

多点为多个城市景观节点，包括城市中

心区、区域中心、交通枢纽地区、城市出入

口、历史文化街区、重要开敞空间等主要节

点，以强化城市特征、突出城市形象为构建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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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座郊野公园、2座森林

公园、4座湿地公园、1座中央

公园、2座主题公园以及多座

综合公园、社区公园

2平方公里中央公园媲美纽约

到2025年再造一个产业成都

198都市休闲绿道、二绕

都市田园绿道、跳蹬河-彭三

路田园休闲绿道、锦江人文绿

道、鹿溪河休闲绿道等

生态

宜人

在四川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博导邓玲

看来，天府新区获批国家级新区之后，应该

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引领， 融入新区的政

治、经济、文化、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在快

速发展的同时，构建绿色、高端、有竞争力

的现代产业体系。

邓玲认为，天府新区是在中国转型进

入“新常态”之后获批的。“在这样的背

景下应该思考，用什么样的创新眼光和思

路来建设天府新区。”邓玲认为，从“四位

一体”到“五位一体”，增加了生态文明

建设这个重要环节。“生态文明建设不是

简单的生态环境建设，而是国家治理结构

的一个重要内容。”在邓玲看来，生态文

明建设应该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起到

引领作用。

邓玲期待， 天府新区建设能够在全国

率先将生态文明的理念引入新区建设。

“我们一定要找到一条新路， 引入生态文

明理念后，不仅改善生态环境，而且要形成

绿色、高端、有竞争力的产业。”

邓玲认为， 如果天府新区能够成功将

生态文明理念引入经济建设， 除了有利于

自身发展， 还将推动整个成都实现产业结

构的优化升级。“一方面是增量， 天府新区

的产业形态很可能与成都现有的完全不

同，能够优化成都的产业结构；一方面是存

量， 能够对成都现有的产业进行生态化改

造。”她说，这对成都产业的高端化、生态化

有着重要意义。

“我们都期待天府新区成为快速绿色

增长的一个典范。” 她说，“建设中除了考

虑自然生态的承载力， 还应该考虑经济的

承载能力和社会的承载能力。”

通过引入生态文明建设理念， 天府新

区应尝试体制机制的创新， 使这里成为新

型城镇化的成功案例。“人们在这里能够

愉快地、安全地工作和生活。天府新区应该

成为人与人、 人与自然等多方面生态文明

的区域，在全国成为一个新的亮点。”

成都商报记者 谢佳君

周末坐在天府新区中央公园里晒晒太阳，节假日去龙泉山麓森林公园爬爬山，还可以沿鹿溪河休闲绿道，从三圣乡一直

骑自行车到黑龙潭风景区……未来生活在天府新区里，每天你都可以这样变换花样看风景，享受别致的田园生活。根据规

划，天府新区将构建“一区两楔八带”的生态绿地系统结构，打造“两轴、四带、九区、多点”的整体景观风貌结构。未来天府

新区既有森林公园、湿地公园，也有中央公园、主题公园，还有七条绿道可以骑行游玩。

未来新区将呈现出一个 “人居环境优

良、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宜业宜商宜居的

生态型新区。规划在天府新区内构建“一区

两楔八带”的生态绿地系统结构。

龙泉山麓将新建森林公园

结合生态资源，规划了郊野公园、森林

公园和湿地公园。在两个绿楔中，依托水系

和人文资源建设4座郊野公园， 分别为鹿溪

源郊野公园、牧马山郊野公园、锦江郊野公

园、跳蹬河郊野公园。

值得一提的是， 新区还将着力建设两

座森林公园： 毛家湾森林公园与龙泉山麓

森林公园， 前者为扩建， 后者为新增。此

外，龙泉山东侧还规划龙泉湖湿地公园、五

指湿地公园、 武庙湿地公园和三岔湖湿地

公园。

天府新区内有龙泉花果山风景名胜区、

黄龙溪风景名胜区两处省级风景名胜区。一

切与风景区无关的建设行为都要被禁止。

天府新区中央公园将成绿核

可以媲美纽约中央公园的 “天府新区

中央公园”，规划在天府铁路新客站周边结

合组团生态绿带布局，沟通两大绿楔，成为

天府新区的绿核，规模约2平方公里。

依托区内的河流水系，结合组团生态隔

离绿带的布局，规划了4个带状公园，分别为

锦江公园、元华路公园、新津南河公园、东风

渠公园。新区还规划了“主题公园”，在龙泉

山西侧山前建设东山娱乐主题公园，规模约

1.5平方公里。

至于多个城市级综合公园， 则以3公里

的服务半径为标准， 遍布新区多个地方。家

门口也有社区公园可以逛，按照规划，它们

会按照500-1000米的服务半径进行布置。

七条绿道供你假日骑游

新区规划了七条绿道，它们连接各级公

园、公共服务中心、文化体育设施等，锻炼的

同时还能一路看风景。

198都市休闲绿道： 沿绕城高速198区

域，串联三圣乡等多个都市休闲公园。

二绕都市田园绿道：沿二绕绿带，西起

牧马山郊野公园，东至龙泉山山麓，串联中

部绿楔和东山娱乐主题公园。

跳蹬河-彭三路田园休闲绿道： 沿跳蹬

河与彭三路，西起岷江，东至龙泉山山麓，串

联黄龙古镇、中部绿楔、跳蹬河郊野公园等。

锦江人文绿道：沿锦江流域，北起绕城高

速，南至老君山风景区，串联极地海洋公园、

锦江历史公园、锦江郊野公园、黄龙古镇等。

鹿溪河休闲绿道：沿鹿溪河，北起三圣

乡，南至黑龙潭风景区，沿鹿溪河串联中央

公园、连接两大绿楔。

东风渠活力休闲绿道：沿东风渠，北起绕

城高速绿带，南至黑龙潭风景区，串联经开区、

龙泉山麓郊野公园、东山娱乐主题公园等。

龙泉山湿地公园绿道：沿龙泉山东侧沿

山路，北起龙泉湖湿地公园，南至三岔湖湿

地公园，串联沿线4个湿地公园。

一区两楔八带 打造新区绿肺

生态绿地

两轴四带九区多点 让风光更旖旎

总体风貌

川大经济学院教授、博导邓玲：

以生态文明为引领

进行新区建设

此次总体规划中，专门对噪声和电磁污染作

出设置：提出要让环境噪声得到有效控制，交通

噪声污染有明显改善；在生活居住区禁止新增产

生无线电干扰的射频装置。城市建成区内无线电

发信机最大输出功率不得超过

100

瓦。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李秀明

环境保护

“限制化肥、农药使用”，“限制重污染的各类

产业进入”，“严格征收噪声超标排污费” ……规

划中多个条款对污染设置“防火墙”，力图把污染

挡在天府新区门外，以期实现到规划期末全区环

境质量全面达标，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基本实现

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新区的目标。

100%

水环境方面， 总体规划设置了控制污染、改

善河流水质、设置饮水水源达标率等目标。到规

划期末，水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区内的河流水体

力争全面达到

III

类标准， 集中式饮用水源水质

100%

达标，城市建成区内中水回用率达到

30%

。

330天

关键数字

规划提出了在期末实现 “全区全年环境空

气质量达到和好于二级标准的天数大于

330

天”

的目标，即空气质量指数要在

100

以下，达到优

良的标准，为此，要在实施排放总量控制的前提

下，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实行浓度控制。

100瓦

关键数字

关键数字

“两湖一山”国际旅游

度假区、国际都市旅游休闲

区、 现代田园旅游体验区、

高端工业旅游示范区等

中部国际娱乐旅游线、

南部养生文化旅游线、 东山

自然生态旅游线、 龙泉山度

假休闲旅游线等

制图 余进

总体规划在文物保护与发展旅游章节

提出全面梳理保护历史文化资源，使新区建

设保有历史痕迹。 新区拟建设7条精品旅游

线路， 形成轨道旅游专线、 观光巴士线、绿

道、景区道路等在内的旅游交通体系。

天府新区旅游总体布局为“五个特色旅

游区、七条精品旅游线、多个高端旅游景区

景点”的发展格局。通过进一步优化旅游产

业结构， 实现旅游产业的集群化和高端化，

形成国际知名的文化休闲度假旅游目的地。

五个特色旅游区为“两湖一山”国际旅

游度假区、国际都市旅游休闲区、现代田园

旅游体验区、高端工业旅游示范区、天府文

化旅游休闲区。

七条精品旅游线为“三横四纵”。分别为

“198”生态绿楔旅游线、中部国际娱乐旅游

线、南部养生文化旅游线、锦江多元文化旅游

线、鹿溪河科技田园旅游线、东山自然生态旅

游线、龙泉山度假休闲旅游线。多个高端旅游

景区景点分布在7条精品旅游线路上，将建成

具有较强带动作用的重大旅游项目。

在旅游公共服务体系方面，规划了依托双

流机场和天府铁路新客站的2个大型旅游集散

中心。依托双流、龙泉、三岔湖、黄龙溪、籍田镇

五处区级服务中心规划5个旅游集散地。

建7条精品线 开通轨道旅游专线

文化旅游

生态绿地规划什么样

未来新区将呈现出一个“人居环境优良、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宜

业宜商宜居的生态型新区。它将依托新区内优越的山水资源，通过优

化绿地布局结构、提高绿地配置水平、丰富城市景观效果、改善城市

环境质量等措施来建设。规划在天府新区内构建“一区两楔八带”的

生态绿地系统结构。

风貌特色定位什么样

根据规划，在保持现有良好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全面完善、优化人

工环境和人文内涵， 创造具有国际时代气息与地方独特魅力于一体

的城市景观风貌。突出展现“田园城市”和“产业环境最优、人居环境

最佳、综合实力最强的国际化现代新区”的景观特色。景观风貌特色

定位为人文与生态和谐、都市与自然共融、现代与传统呼应的“现代

生态田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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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实习记者 李秀明 实习生 廖华

天府新区“一区两

楔八带”生态绿地

系统结构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