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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聚焦城镇化与卫星城 顶尖专家新都论道
“创新中国·城镇化与新型卫星城2015新都论坛”在新都成功举行

99月月2424日日，，
来自国内外城镇来自国内外城镇
化领域的顶尖专化领域的顶尖专
家学者家学者、、媒体领媒体领
袖袖、、知名企业代知名企业代
表等百余人表等百余人，，齐齐
聚聚““创新中国创新中国··城城
镇化与新型卫星镇化与新型卫星
城城 20152015新都论新都论
坛坛”，”，共同探讨中共同探讨中
国新型城镇化进国新型城镇化进
程中卫星城发展程中卫星城发展
的问题和挑战的问题和挑战，，
探索可持续发展探索可持续发展
的新型城镇化时的新型城镇化时
代下的卫星城发代下的卫星城发
展道路展道路，，为新都为新都
乃至全国的新型乃至全国的新型
城镇化建言献城镇化建言献
策策、、汇智聚力汇智聚力。。同同
时时，，作为此次论作为此次论
坛重要组成部坛重要组成部
分分，，新新都城市品都城市品
牌牌““四个一四个一””也正也正
式发布式发布，“，“新新，，都在都在
这里这里””的崭新区域的崭新区域
形象提升了新都形象提升了新都
在全国及国际上在全国及国际上
的影响的影响，，并并为新都为新都
将迎来新一轮的将迎来新一轮的
发展良机发展良机。。

作为此次论坛的重要内容，新都区城市
品牌“四个一”闪亮发布。

新都城市品牌是新都在致力于新型城
镇化和建设国际化、现代化新型卫星城中梳
理、总结和提炼的新都城市精神和人文内
涵，高度浓缩了新都的历史人文、产业发展
和卫星城建设等内容，展示了新都瞄准现代
化、国际化新型卫星城宏伟目标乘势起航、
奋斗不止的昂扬姿态。

据了解，新都区城市品牌“四个一”具有
系统化、集成化的特征，展示了新都历史文化
和创新精神。具体包括，一句宣传语，即“新，
都在这里”；一份文化品，包括一副印有宝光
寺名联的镇纸，一套囊括杨慎、吴虞、艾芜等
六位新都名人所制作的书签；一本宣传册分
三部分介绍了新都的历史文化、区位优势、发
展思路等；一部宣传片用优美的画面，生动地
解说再现了新都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勾勒
了新都优美的城市环境，凸显了新都突出的
区位条件与产业优势，并发出“新，都在这里
兴起；新，都在这里光大”的最强音。

新都城市品牌“四个一”得到了9月25日
参加“媒体论道·城市品牌塑造与传播”专家的
高度评价。“城市的品牌应该更加多元化，选
准定位，使之变得更加具体，甚至能感受到，品
味到，品尝到，这就能让城市的形象变得更加
真切。”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陈昌
凤说。中国新闻周刊新媒体CEO王晨波认为，

“四个一”其本身就是一个全媒体的产物。
“新，都在这里”，不仅是新都的城市宣

传语，更是历代新都人走在时代前列的精神
积淀。从全国农村改革的“实验地”到全省首
开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先河，全国第一个免
除农村义务教育学杂费……在30多年的改
革开放历程中，新都人始终敢想善干、勇立
时代潮头，在全国全省改革史上留下了浓重
的新都印记。

如今，新都工业区、新繁家博城等九大
功能区引航产业蓬勃发展，区内西南石油大
学、四川音乐学院、成都医学院 3 所综合大
学，97 家科技研发机构，48 所国家、省部级
重点实验室，引领科技创新，30 家世界 500
强、43家国内500强，53家上市公司，38家国
家高新技术企业竞相勃发！“新都之新”，通
过“四个一”城市品牌的传播将为更多人知
晓，为新都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雄踞川陕经济走廊战略要点，十纵
六横交通路网，六座出境立交，四条地
铁轻轨，零时空融入中心城区，三十分
钟直达国际机场......独特的区位优势，
巨大的发展潜力，在 9 月 24 日举行的

“创新中国·城镇化与新型卫星城2015
新都论坛”上，新都甫一亮相，就吸引了
与会嘉宾的目光。

如何破解城镇化和新型卫星城建
设的难题成为与会嘉宾讨论的话题。

“新型城镇化建设切勿把城市变成一个
钢铁水泥累积的区域，而要让大家看到
城市的内涵和文化。”国务院参事室特
约研究员姚景源对来自国内外的专家
学者、政府要员等新型城镇化建设实践
者提出了建议，而他的建议，与新都的
实践异曲同工。

在新型卫星城的建设中，新都科
学定位发展方向。在规划上坚持避免
和大城市粘连化，通过便捷的交通和完
善的配套，形成相对独立的城市空间；
引导全区各镇街立足当地的历史文化
和自然生态资源条件进行建设，新都有
九大产业功能区，涵盖所有镇街，做到
每个镇街都有产业支撑，更就近转化就
业劳动力；并将文脉的传承和发展贯穿
在新型卫星城推进的方方面面，形成独
立成城、城乡一体、产城融合、文脉贯穿
四位一体的独特发展模式。

以成都“北改”为主抓手，新都区协
调推进主城区、小城市、特色镇和农村
新型社区建设，初步形成层次分明、互
动互促的四级现代城镇体系，培育了一

批经济强镇和特色镇，实现农民生产生
活方式转变和区域价值的极大提升。新
繁、石板滩镇成功创建全国重点镇，新
繁镇被确定为四川省唯一全国城市卫
星镇规划编制试点。

新都的实践令参加论坛的专家学
者、政府要员眼前一亮。“新都在城市建
设过程中，既保存了文化的脉搏，又注
入了大量的新型智慧城市、绿色低碳和
循环经济的要素。”在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主任、
研究员刘勇看来，新都的城镇化建设是
按照独立成市的模式来建设的，这是未
来新型城镇化建设的一个发展方向，代
表了最新的第三代卫星城的建设方向。

“新都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在全国具有极
高的推广价值。”

专家建言
以人为本推进城镇化
成都市把新都确定为重点发展的

八大新型卫星城之一，为新都加速城
镇化进程带来了重要机遇，也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如何高质量、高标准落
实好“独立成市”的要求，不断增强疏
解中心城区城市功能、承接产业和人

口转移的能力？如何统筹推进产业提
质增效、城镇转型升级和民生福祉改
善，防止“城市病”发生？如何在城市的
改旧建新中，延伸城市文脉，保留城市
记忆？......在此次论坛上，各专家学者
为新都乃至全国城市下一步的城镇化
道路建言献策。

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
展中心主任李铁提到，新都的城镇化
率达到了 59%，比全国高 4 个百分点，
但是，仍有大概 40 万农民。在城镇化
进程中，仍要考虑新都能给他们留下
什么样的发展空间。在未来的发展
中，要做好城市规划，建立空间联系，
以人为本降低发展成本，让更多人愿
意到新都来。

姚景源则引用了国际上经济学家
的预言：“21 世纪经济发展的两大引
擎：一是中国城镇化，二是美国高科
技。”他指出，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
的最大潜力股，应该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目标相结合，更好地改善民生，为
民众带来更多福祉；要与创新相结合，
让城市充满生机和活力；要与开放结
合，敞开胸怀，让城镇化真正成为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更新更高的必然途径。

在谈及如何破解城镇化发展难题

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
域经济研究部主任、研究员刘勇特别强
调，城镇化发展必须搞好顶层设计，并
要坚持以人为本为核心，做好四化同
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和文化传承来
解决城镇规划发展难题。

新都与硅谷，看似遥不相干的两个
地方，在硅谷布道师、《硅谷百年史》作
者皮埃罗·斯加鲁菲看来，两者却有共
通的地方，以至于他在演讲一开始，就
开宗明义：“新都将超越硅谷！”“硅谷是
很多个卫星城的集合，新都和硅谷一
样，都是非常有潜力的卫星城。”他认
为，硅谷从 1950 年的荒芜到现在全球
互联网中心的关键因素，在于硅谷独
特的创新基因，只有创新才是城镇化
发展的关键因素。为此，他专门为新都
提了十点建议，比如依托在新都的高
校资源和科研院所，在大学周边建立
工业园区等等。“新都应该从本地区的
文化和社会背景中去寻找高科技产业
的成长动力。”他说，近年来中国新兴
产业蓬勃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全民创新的浪潮中，新都也将拥有
更多的机会，新都如若能够吸取硅谷
的经验，将会拥有更多的优势，从而达
到甚至超越硅谷！

新都实践
“新型城镇化模式在全国具
有极高的推广价值”

新都之“新”
城市品牌“四个一”

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及政府嘉宾就城镇化和新型卫星城的发展开展圆桌对话

城市品牌塑造与传播嘉宾对话现场

坊间所谓“湖南雷政富案”近日不公
开庭审。重庆湖南两起案件如同孪生，重
庆原版以“有视频有真相”为爆点，由网络
揭发到官方自查，由雷政富一人领衔到10
人群演，剧情惊险跌宕，高潮不断。相较而
言，湖南版涉及人数更多，达55人，在公共
舆论场引起的轰动却远不及前者。

从传播效果看，缺少可视性、首发
性，是湖南版遇冷的重要原因。即便是丑
闻，也要讲个独创性，当年雷政富以一己
代价承担了被众人围观讥讽的首演角
色，似乎一举拯救了后来人，网民们极大
限度地满足了知情权，也倒尽了胃口。也
因此，明知道众多不雅视频仍在暗地生
产秘密缴获，人们却已兴味索然。

毫不夸张地说，里程碑式的雷政富
案教育了整个社会。有重庆版铺垫在前，
官员被色诱继而被敲诈，从此变成了一
件见怪不怪的事。据湖南纪委人员透露，
涉事者多为50岁左右的正科级干部，“容
易上钩，比较有钱”。不同的是，重庆案连

同雷政富在内10余涉案人都是厅局级高
官或国企高管。也就是说，色诱面前，中
下层官员都有雷政富式危险。

他们中不乏从基层打拼而来、职业
口碑不差的“能吏”，“犯下低级错误”似
乎让人难以理解，可惜人性的弱点在干
部身上同样存在。按说，利用男性的猎艳
心理设计骗钱，这等古称“仙人跳”的拙
劣骗术，在社会日渐宽容、法制日趋健全
的今天，应该是没了市场才对，报警会是
通常的选择。腐朽的骗术偏偏在官员群
体中重获生机，原因其实简单，不是因为
这些人更容易踩入陷阱，而是落井下石
式的虚弱：沦为陷阱困兽，他们甚至不敢

发声呼救。
对于围猎者来说，再没有比中下层

官员更合适的目标群体了：他们手中有
一定的权力可以变现，又因为也多少有
一些财富积累，两者都让不法之徒觊觎。
对于看重个人名声、政治前途者，蚀财免
灾、忍气吞声几乎成了必然选择。前前后
后，湖南案几十名受害者仅一人报警，

“仙人跳”集团差一点就大获全胜。
甚至报警都不能挽回败局。骗子甚

至在警方破案后仍然逍遥法外长达3年。
2011 年，湖南常宁警方在查获嫌犯电脑
内多部不雅视频后，草草结案，其间更发
生被敲诈官员行贿办案人员试图销毁视

频的“案中案”。3名嫌疑人被判缓刑，这
直接导致重获自由的嫌疑人继续作案40
余起，遍及4个省份。

如果说隐藏的犯罪无法根绝，对犯
罪的狙击却是执法者职责明确所在，常
宁警方纵虎归山，是“湖南雷政富案”发
展为病毒式感染的重要因素。被性设计
并敲诈的官员，最多是输给了欲望和怯
懦；明知罪恶横行不加拦截，却是执法者
的失职。知法枉法，是比“仙人跳”更可怕
的陷阱，也是比不雅视频更难看的丑恶，
因为它令受害人失去了救赎或者说脱险
的可能。湖南官员“不雅视频”案，最令人
惊叹的情节，莫过于此。

“湖南雷政富案”中最该检点的是谁

如果说隐如果说隐
藏的犯罪无法藏的犯罪无法
根绝根绝，，对犯罪的对犯罪的
狙击却是执法狙击却是执法
者职责明确所者职责明确所
在在，，常宁警方纵常宁警方纵
虎归山虎归山，，是是““湖湖
南雷政富案南雷政富案””发发
展为病毒式感展为病毒式感
染的重要因素染的重要因素。。
被性设计并敲被性设计并敲
诈的官员诈的官员，，最多最多
是输给了欲望是输给了欲望
和怯懦和怯懦；；明知罪明知罪
恶横行不加拦恶横行不加拦
截截，，却是执法者却是执法者
的失职的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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岷江评论

今年4月，一组伤痕累累的南京虐
童照片在网络疯传，一时舆论沸腾。昨
日，该案在南京庭审，检方指控男童小
宝的养母李女士涉嫌故意伤害罪，而被
告辩称自己虽然有过错，但并没有犯
罪，还认为警方伤情鉴定程序违法。

可想而知，当事女主角认错不认
罪，又引发了网友们的群情激愤。这种
激愤，一方面基于对个案本身的关注，
即希望看到法律保护弱者、惩罚恶行
——“孩子好可怜，后妈太狠毒”；另一
方面则恐怕是更多地期待该案的某种
标本价值和社会效应，即寄望通过法律
当头棒喝，树立某种保护儿童权益、杜
绝家暴的现代理念。

然而，南京虐童案能否浇群情激愤
之胸中块垒呢？不管该案最终如何判
决，恐怕都只能作为一个个案存在，而
难以承担加诸其身的某种标本价值和
示范效应，更难以改变令众多网友激愤
之现实。

植根于中国的现实，南京虐童案的
确存在某种“情与法”的争议。该案中，
因为当事女主角是一个养母，很容易给
人以“儿不亲娘不爱”的成见。如果是亲
妈，恐怕大家的愤怒就没有那么强烈。
毕竟在家庭教育中打骂孩子，是太多中
国父母的常规手段，往往还振振有词。
这种“情与法”的争议，岂止是“错与罪”
之别，在很多父母那里还“虐与爱”一体
呢。群情激愤之中，有多少“以虐为爱”
的父母呢？他们对李女士的愤怒，难免
不是自身理念错乱的一种投射——既

然不能反对自己，就只好谴责别人。
如果当事女主角触犯刑律，那么处

以刑罚，自不待言。但推而广之，的确还
有“罪与罚”的争议。很大程度上，南京
虐童案东窗事发具有偶
然性，太多虐童事件淹没
在我们的见惯不惊中，也
许程度有别，但性质未必
有异。如果太多的父母都
把打骂孩子作为一种教
育方式，如果太多人看到
别的父母虐待孩子被视
为“家庭内政”高高挂起，
法自然很难责众。在这种
情况下，南京虐童案能有
什么社会效应呢？

何 况 ，还 有“ 理 与
利”的考量。关爱儿童、
反对家暴的现代理念当
然毋庸置疑，然而任何
理念施行都需要有现实
支撑。就南京虐童案而
言，必须考虑的一个现
实问题是，如果剥夺李
女士抚养权，小宝何去
何从？这是他的亲生父
母为什么一直强调“养
母做得没错”，并且反而
控 告 发 帖 网 友 的 原 因
—— 在 贫 穷 的 他 们 看
来，孩子被家境富裕的
李 女 士 收 养 是 最 好 结
局。这恐怕也是公诉机
关恳请法庭“根据被告
人案发后的表现，并充

分考虑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原因
——假定公共部门或整个社会并没有
为孩子健康成长提供更好的保障机制
及平台，法律也只能退而求其次。

3 年前，日本人口学者制作了一个“儿童人口
钟”，发布在互联网上，以倒计时方式提醒公众日本
距“只剩最后一名儿童”还有多长时间。根据他们的
预测，到3011年5月，日本将没有儿童。

许多中国人认为这是危言耸听。但根据第六次
人口普查，中国2010年0-14岁人口总量为2.2亿，
占总人口的16.6%，已处于严重少子化水平。负增长
预警已经拉响。人口学者提醒，少子化带来的直接
后果就是未来内需不振以及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对
其负面影响必须高度重视。

日前公布的2015年中报显示，格力
电器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3%，净利润几
乎与去年同期持平。作为A股价值投资
型企业的代表之一，短期的业绩放缓只
是一个警示信号，还不足以代表格力电
器的未来，而其当前的多元化经营战略
才是投资者更为担心的。

缘于空调行业增速放缓等因素，近
年来格力电器开启了多元化路线。而从
格力手机项目年初定下1亿目标，后改
为 5000 万部，到现在却连公开销售都
无法实现这些情况看，格力的多元化战
略并不顺利。

关于格力，大家最耳熟能详的是它
的广告语“好空调，格力造”。而要实现“好
手机，格力造”，却不是一件仅靠一纸漂
亮文案就能成就的事情。“格力”二字在
古文中有诗文的格调与气势之意，然而
南宋诗论家严羽却说，“诗之法有五：曰
体制，曰格力，曰气象，曰兴趣，曰音节”。
仅有格力之气势，却无必要的气象与体
制，再高格也是难复措手。

诚然，空调行业已属夕阳，格力转
型在所难免。照现在的趋势看，智能手
机完全可以成为未来进入智能家居的
开门钥匙，董明珠选择造手机，方向并
没错。但是，格力假如只是想把手机做
成格力电器的高智能遥控器，这样的策
略恐怕真的会行之不远；假如是想做一
款纯手机，那么像现在这样单打独斗、
闭门造机，并不明智。连乐视这样的互
联网企业，也找了酷派做合作伙伴，何
况格力这样的传统制造企业。

然而格力最大的不智，恐怕还出在
其宣传战略上。有舆论称，董明珠已经
完成了从传统制造业者到互联网业者
的角色转换，从跟雷军打赌到造手机，
到豪言一年销量多少部，再到“开机图
片门”和预装 99 张“董小姐自拍照”传
言，几乎让董明珠一夜之间就成了“互
联网娱乐圈”主角。

尽管“预装99张个人照”传言已被
董明珠否认，但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却
已无法挽回。格力还有一条广告语令人
难忘，那就是“格力——掌握核心科
技”。难道造手机的核心科技就是老板
亲自出马为自家产品代言吗？董明珠不
是罗永浩，更不是王思聪，这条路并非
人人走得。

不信人才济济的格力集团，没有一
大帮明白人。智能手机显然是一个以年
轻人为主要消费对象的产品，而格力管
理层甚至决策层中的青年才俊们，为什
么就不能告诉自己的老板，你的办法使
不得呢？

看来，问题还是出在决策体制上。格
力是一家国有控股企业，国企的优势它
都有，国企的弊端它大概也少。如果董明
珠能够虚心听取公司里年轻人的意见和
建议，尚未出世的格力手机恐怕就不会
受到那么多人的不待见了。

其实，从格力手机的定位和相关决
策看，其在战略上的诸多失误，也说明它
作为国有控股企业，在体制机制上尚有
不少掣肘因素影响自身发展。格力电器
中报营收6年来首降，数据难看，当然有
行业增速普遍放缓等方面原因，但自身
决策失措，也不能不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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