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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城建设，必须拥有强大的产业
作为支撑，否则只能是一座空城。

按照“十三五”规划，青羊区将
努力构建“两带两城六区”产业发
展布局。其中，青羊新城将坚持“两
个高端”，为再造一个产业青羊提
供有力支撑。在“线”上，以日月大
道、光华大道和地铁 4 号线为轴线
串连带动布局项目和产业；在“点”
上，着力建设西部国际商旅、青羊
总部产业、国际智慧产业等重点产
业集聚区。

其中，西客站国际商旅功能区位
于三环路外侧，包括西客站片区、光
华大道沿线以及百仁片区，依托成都
西客站、青羊万达广场、鹏瑞利青羊
广场、百仁生态公园等项目，大力发
展以商务办公、专业咨询、商务会展
为主的商务服务业和以主题购物、酒
店业及旅游集散为主的现代旅游业，
打造“成都城西会客区”。

青羊总部产业功能区位于中
航成飞片区、日月大道两侧以及绕
城两侧，依托中航成飞航空产业基
地、国家级电子商务示范基地、软
件及信息服务基地、中药材交易及
博览基地、现代物流服务基地，大
力发展电子商务业、软件服务业、
现代医疗业、高新技术产业，打造
中西部地区总部经济新标杆和现
代新兴产业发展示范区。

国际智慧产业功能区位于绕城
生态带两侧、中坝片区、绕城外光华
大道沿线区域，依托非遗博览园、智
慧服务业基地、国际合作园区与绕城
生态公园，大力发展以国际企业总
部、文化创意总部、科技服务总部等
为主的国际总部经济区，以机器人及
其他智能硬件研发、大数据服务及创
业孵化为主的智慧服务业，打造具有
国际影响力、强调国际合作的智慧产
业发展区。 成都商报记者 李娅

成都商报讯（记者 雷浩然）在成
都，有一个爱心汇聚的非营利组织自
2011年成立开始，专门为智障、孤独
症、脑瘫、唐氏综合征等综合性智力障
碍群体提供“从小到老”专业化生涯服
务支持。这就是成都市武侯区善工家

园助残中心（下称善工家园）。成都商
报记者日前了解到，目前已有2000多
名志愿者加入到这个爱心大家庭中。
截至2015年底，善工家园志愿者全年
服务达22388小时，新增注册志愿者
746人，志愿者服务4471人次。

成都商报讯（记者 李娅）3月
4日，位于青羊新城百仁片区的47
亩住宅用地上市拍卖。此次拍卖吸
引了十家企业参与竞价，最终由朗
诗、四川发展、阳煤组成的太行瑞
宏联合体成功拍下。据悉，这个地
块处于青羊新城核心的百仁片区，
而这也是太行瑞宏在这一片区内
购得的第4个地块。

据了解，此次拍卖的地块位于
青羊区苏坡街道办事处百仁社区
4、5 组，面积为 47.5726 亩，规划用
地使用性质为二类住宅用地；地块

容积率仅为1.5；这也是自去年9月
以来，百仁片区推出的第4宗地。相
比占较大商业比例的前3宗地块，
该地块是唯一的住宅兼容商业地
块，又紧邻百仁公园。

3 月 4 日当天，保利、蓝光、龙
湖、中海、绿地、融创、海亮、朗基以
及朗诗、四川发展、阳煤组成的太
行瑞宏联合体等十家企业都来到
拍卖现场。经过一轮激烈的竞价，
太行瑞宏最终如愿以偿，成功拿下
这个地块。

其实，这已经是太行瑞宏在百

仁片区拿下的第4个地块。在谈到
对项目的规划时，朗诗绿色地产成
都区域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营销总
监杨毅表示，已拿下的4宗地总面
积超过250亩，这样的规模在主城
区很难找到，尤其是在城西。朗诗
将会把4宗地进行整体打造，案名
定为太行瑞宏·朗诗金沙城。“它将
不是一个传统小区”，将引入朗诗
绿色健康 3.0 科技，定位为主城区
的生态大盘，包括口袋公园、不纸
书店、绿篱迷宫和西南首个高科技
人居体验馆等。

青羊新城 你的魅力何在？
解密青羊新城

一宗47亩的住宅用地拍卖备
受关注的同时，也让公众对百仁片
区所在的“青羊新城”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它为什么能让众多地产企业
趋之若鹜？为何让已经将3个地块
收入囊中的太行瑞宏如此执着、势
在必得？未来的青羊新城，是怎么一
幅蓝图？

其实，“青羊新城”的正式提出，
源于青羊区服务业未来发展布局的
提出，到现在不过半年时间。

按照“两带、两城、六区”发展
布局，该区将分别以蜀都大道和光
华大道为产业发展主带和产业发展
副带，立足成都源（原）城、青羊新城
“两城”，布局中央金融商务功能区、
少城文创科技功能区、金沙商贸文
旅功能区、西客站国际商旅功能区、
青羊总部产业功能区、国际智慧产
业功能区“六个功能区”。

在青羊区“十三五”建设“四区
两化”的发展布局中，青羊新城是一
项重大战略决策和工作部署。未来
几年，青羊新城将建设中学、小学、
幼儿园及社区卫生、文化、服务中心
等225个公建配套项目，建成一个
“四态合一”、产城一体的现代化、国
际化新城，再造一个产业青羊。

青羊新城位于西三环苏坡立交
外侧，区域总面积约42平方公里，主
要功能为综合居住、工业集中发展、
商业商务和生态保护，包括光华新
区、黄土联工片区、清波清江片区、青
羊工业集中发展区、产业核心区、文
家场镇片区和环城生态区青羊片区
七大板块；规划街道办事处8个。

青羊区相关负责人表示，青羊
新城总面积占全区总面积近2/3，许
多区域还未进行开发利用，将成为

该区城市拓展的“主要方向”，未来
居住人口将达56万。

按照“四态合一”的理念，青羊
新城从建设之初就提出并坚持了基
础设施、公建配套、生态环境“三个
先行”原则。

未来几年，这一片区的交通设
施将得到极大提升。据了解，今年就
要实施市政道路37条，互通立交桥
1 座，道路总长约 28.3 公里：包括续
建道路3条，道路总长约2.5公里，新

开工道路34条，互通立交桥1座，道
路总长约25.8公里。

从生态环境来说，区域内正在
规划建设金沙湖、百仁生态公园等
城市湖泊和生态公园。

如此大手笔、高水准的配套，不
仅已纳入规划，部分还已经先行启
动——难怪乎对市场最为敏锐的房
产企业，提前嗅出了巨大商机。

拿下百仁片区47亩住宅用地的太
行瑞宏就明确表明了项目的战略方
向：目前的254亩（4个地块）只是开始，
他们更欲筑630亩金沙城，实现百万平
米大城西战略，“会坚定不移地继续取
得金沙百仁后续所有土地”。

一座配套完善的新城
基础设施先行 满足未来56万人的需求

对于一个城市的居民来说，幸福
指数的高低，和教育、卫生等民生指
数息息相关。按照“三个先行”原则，
青羊新城的公建配套项目，也走在了
前面。

去年，青羊区发布了青羊新城将
要实施的 225 个公建配套项目，其
中，包括中小学、幼儿园、职业教育在
内的教育机构项目 80 个，占比高达
35%；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院及公
共卫生服务机构项目 23 个，还将建
设公建配套的社区服务中心、社区用
房32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21个、社
区养老服务机构16个。

备受关注的是，更多的优质教育
资源、医疗资源等都将向这一区域

“扎堆”。在新建的学校中，不少都是
以石室联中、树德实验中学、实验小
学、草堂小学、天府幼儿园等为代表

的优质教育集团；配套医疗机构建设
规划中，包含一些新建优质医疗机
构，例如正在建设的成都第一骨科医
院总建筑面积6万㎡、600张床位，将
成为青羊区第一家由区政府举办的
三级甲等医院；同时青羊新城还将引
进川大华西医院、四川省人民医院等
知名三甲综合医院，联合打造联盟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就在前不久，青羊区已经将青
羊新城今年实施的项目进行了任
务分解，落实到责任单位和责任
人。其中，公建配套项目共计 25 个，
规划建筑总面积 32.1 万平方米：包
括续建中小学幼儿园各 1 所，计划
年内完工，新开工项目 22 个（含中
小学幼儿园 10 所、农贸市场 2 个、
医院2个、养老院1个、综合体3个、
消防站1个和绿地3个）。

一座民生幸福的新城
名医名校“扎堆” 今年新开工10所学校

一座产业高端的新城
点线布局 再造一个产业青羊

近日，各高校开始陆续发布各自
的自主招生简章，其中，川内的川大
和电子科大招生简章已出炉。

记者梳理发现，大部分高校考核
测试时间“撞”在了一起，多集中在高
考结束后的第一个周末，如川大考核
测试时间为6月11日，电子科大为6
月 12 日，北京交大为 6 月 10 日～11
日，北师大为6月11日～12日。

川大今年自主招生包括“学科特
长”计划、“双特生”和“国家试点学
院”三项，招生录取人数控制在2016

年本科招生总计划数的 5%（即 448
人）以内。报名时间为今日0时至3月
31日24时。今年川大“学科特长”计划
招生专业仍为哲学、历史学类、英语、
数学类等12个专业，其中历史学类去
年只招文科，而今年则是文理兼收。

电子科大今年自主招生由“学科
特长生计划”、“直通格拉斯哥计划”
和“立人计划”组成，招生总人数不超
过245人。报名时间为公布之日起至
3月24日16时。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张瑾

“开局之年起好步”系列报道

关爱智障群体 有个2000多人的善工大家庭

川大、电子科大自主招生简章出炉
据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去

年7月下旬以来，为积极应对经济下行
压力，进一步发挥有效合理投资对经
济增长的关键作用，国务院决定设立
专项建设基金，支持重点领域、重大项
目建设。在国务院促投资稳增长的十大
举措中，“迅速投放专项建设基金”排在
第一位。专项建设资金主要用于支持重
点领域、重大项目建设，重点投向地铁、
大型水利、宽带乡村、棚户区改造等领
域。根据2015年国务院开展专项建设
基金实施等工作督查情况，成都是中西
部地区唯一受表扬的副省级城市。

成都商报记者从市发改委了解
到，自国家专项建设基金工作启动以
来，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工作部署，成
都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迅速行动，
市发改委切实发挥牵头职能，各区
（市）县充分发挥主体作用，形成了发
展改革部门牵头、行业主管部门共同
参与的工作机制，多措并举推动了我
市专项建设基金工作。

为此，成都建立了沟通协调、会审
会商、跟踪督促、信息报送等四大工作
机制。同时，按照国务院确定的“看得
准、有回报、不新增过剩产能、不形成
重复建设、不产生挤出效应”的项目申
报要求，精准对接基金投向，强化项目
储备。成都还建立“成都市专项建设基
金项目库”跟踪督查项目进展。截至去
年底，成都共4批次52个项目纳入国
家总盘子，共争取专项建设基金90.3
亿元，位居全省第一，带动投资约
1900亿元。

今年，成都将进一步加大专项建
设基金争取力度，增加有效资金供给，
充分发挥投资带动作用，做大做强成
都的投资底盘，为经济发展夯实基础。

落实有关政策成效明显获国务院表扬

成都发展再迎

六大利好
记者昨日从成都市发

改委获悉，在2015年国务
院大督查中，成都落实有关
政策成效明显获国务院表
扬。《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对
落实有关政策措施成效较
明显地区予以激励支持的
通知》日前下发，国家发展
改革委、财政部、国土资源
部将对受表扬地区给予资
金、用地、企业债发行等六
项激励措施。

成都商报记者 谢佳君

制图 邬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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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电（成都传媒集团全国
两会特别报道组记者 王伶雅）昨日
上午，出席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
的四川代表团分组审查计划、预算报
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环
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蒋巨峰
参加成都代表所在的第一组会议。

王晓州、仰协、王海林、褚艳芳、
孙传敏、侯一平、孙明、成甦等代表围
绕交通运输大通道建设、能源价格改
革、实体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等热点，结合“十三五”
规划发展纲要，以及计划、预算报告
中明确的具体任务展开讨论。

大家一致认为，计划报告和预算
报告草案对经济社会发展形势进行
了科学研判和系统分析，符合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精神和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实际，指导思想明确、重点突出，主
要目标和总体安排可行。代表们纷纷
表示，对我国顺利完成2016年和“十
三五”发展目标任务充满信心。

四川代表团分组审查计划、预算报告
蒋巨峰参加成都代表所在的第一组会议

紧接01版 抓住提高立法质量这个
关键，制定国家安全法、反恐怖主义
法，修订大气污染防治法、食品安全
法、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改地方组
织法、选举法、代表法等法律，有力支
持和推动了改革发展稳定；加大执法
检查力度，加强对经济、民生、司法领
域工作监督，针对职业教育法执法检
查报告、水污染防治法执法检查报
告、审计发现问题整改情况报告开展
专题询问，接地气、反响好，增强了监
督工作实效；推动地方人大工作完善
发展，加强县乡人大工作和建设，共
同推动人大制度和人大工作与时俱
进；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充分发挥
代表作用，完善代表工作机制，代表

工作水平不断提高。
于伟说，全国人大常委会 2016

年工作安排全面贯彻中央重大战略
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重点突出、措施有力，对做好地
方人大工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示
范性。成都人大将认真贯彻这次会议
精神，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
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落实市委人大
工作会议精神和市十六届人大四次
会议决议，在提高立法质量、增强监
督工作实效、依法讨论决定重大事
项、充分发挥代表作用等方面着力，
依法行使职权，为成都经济社会发展
和民主法治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青羊万达广场

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

10余家企业参与竞价，“青羊新城”受热捧

青羊新城百仁片区47亩住宅用地成功拍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