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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底前，五城区、高新区
及成都天府新区，要至少各完成5000
棵行道树的增绿任务，上不封顶。而
现在主城区行道树总量为287651
株。”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绿化处负
责人昨日介绍，全市绿化增量提质专
项行动已经展开。

应栽尽栽见缝插绿

市绿委办表示，《关于城市绿地
增量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已经印发
给各区（市）县绿委办和市绿委各成
员单位。《2017年中心城区行道树增
量提质实施方案》也已制定完毕，根
据方案，五城区、高新区及成都天府
新区要各完成5000棵行道树的增绿
任务。“也就是说，单是中心城区就将
增加至少3万棵行道树。”市林园局绿
化处负责人说，1月上旬，市林园局细
致摸排梳理了中心城区行道树种类、
数量、规格、分布等情况。统计显示，
中心城区行道树总量287651株，分布
在2517条街道，其中骨干树种有银
杏、香樟、小叶榕、黄葛树、女贞、栾

树、天竺桂等。“五城区加高新区总共
要栽30000多棵树，这相当于在现有
数量基础上增加一成多。行道树质量
方面，中心城区各区域不同程度存在
数量不足、长势不旺、管理不善、特色
不鲜明等问题。”

通知提出，以中心城区为重点，
各区（市）县同步推进城镇绿化增量
提质。今年春季植树以城镇行道树、
街头绿地、小游园绿化增量为重点。
以“全面增绿、应栽尽栽、见缝插绿”、

“能乔则乔、能灌则灌、能草则草”为
指导，重点突出增量，大规模推进城
市绿化增量提质专项行动。

乔灌草藤组合最优

根据方案，五城区、高新区及成
都天府新区至少各5000棵的增绿任
务要在3月底前完成。4月底前完成增
绿工作查漏补缺，5月开始按照养护
技术规范，结合“门前三包”工作要求
和各管护主体责任，加强养护，确保
新增植绿成活。绿化处负责人称，这
一轮行道树增量提质以高大乔木树

种为主。
“通过对比可知，乔木、灌木的各

项生态功能一般都远远好于单纯的
草坪。我们也请外省、国外的专家给
成都的绿化把过脉，多数人的意见也
是‘多种树’。”市林园局绿化管理处
一位专家表示。为了充分体现绿化抑
尘抑菌、增湿调温等生态效益，缓解
大城市病，绿化处负责人表示，绿化
增量提质将注重乔木、灌木作用，除
有特殊需求，绿化尽量选用复合品
种，不大规模单纯铺栽草坪。

市植物园高级工程师刘晓莉介
绍，乔灌草藤结合的绿化方式在固炭
释氧、抑尘杀菌、增湿调温等生态效
益方面最优。“我们的项目对乔灌草
藤共32种植物进行了不同配置模
式，对比其生态效益。结果发现，乔
灌草藤组合的各项生态效益值较其
他的高。所以我们建议，在今后的立
体绿化建设中，只要实际空间条件满
足的情况下，可以合理地进行乔灌草
藤配置模式。其次为乔灌藤配置模
式，再次为乔灌草配置模式。”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东方丝国，千年绮梦。古老的丝
绸之路横贯东西、通达南北，在这条
充满苦难与辉煌的丝路上，中外使
臣执节往返，各国商人赍货逐利，宗
教信徒舍生弘法，东西方文明在此
不断交流碰撞，共同推动着世界文
明的进程。

金色的太阳节舞台上，琵琶、古
筝等乐器奏响传统中国风，埃及手鼓
击打热情的节拍，混搭出别样魅力的

《丝路迷情》，点燃了全场观众的热情。
据悉，本届太阳节将为游客献

上282场精彩演出，除了主舞台上的
古蜀与古埃及风情演艺，金沙花市

里的埃及太阳船造型的舞台上，还
将有川剧变脸等非遗民俗表演，不时
在园区里出现的“法老”、“艳后”带领
的快闪巡游队伍，更为小朋友们带去
惊喜和欢乐。这个春节，带着家人到
金沙感受古埃及风情、过一个热闹
的新年吧！ 成都商报记者 谢礼恒

中心城区行道树

现有287651株
1月上旬，市林园局细致摸排

梳理了中心城区行道树种类、数
量、规格、分布等情况。统计显示，
中心城区行道树总量287651株，
分布在2517条街道，其中骨干树
种有银杏、香樟、小叶榕、黄葛树、
女贞、栾树、天竺桂等

3月底前增一成多
今年3月底前，五城区加高新

区总共要栽30000多棵树，这相
当于在现有数量基础上增加一成
多。这一轮行道树增量提质以高大
乔木树种为主，以“全面增绿、应栽
尽栽、见缝插绿”、“能乔则乔、能灌
则灌、能草则草”为指导

中心城区行道树
3月底前至少增植3万棵
以高大乔木为主，行道树总量将增加一成以上

“埃及艳后”空降金沙
太阳神开启沙漠王国
2017成都金沙太阳节开节了！

来自古埃及尼罗河畔来自古埃及尼罗河畔
的风吹进金沙的风吹进金沙，，昨日开始跃昨日开始跃
动动！！20172017成都金沙太阳节成都金沙太阳节
昨起至昨起至22月月1212日在金沙遗日在金沙遗
址博物馆隆重举行址博物馆隆重举行。。神秘辉神秘辉
煌的古埃及展览煌的古埃及展览，，图坦卡蒙图坦卡蒙
面具和金字塔造型的大型面具和金字塔造型的大型
灯组灯组，，沙漠绿洲沙漠绿洲、、繁花似锦繁花似锦
的金沙花市的金沙花市，，还有还有““法老法老””与与

““埃及艳后埃及艳后””领衔的异域风领衔的异域风
情演艺……都将在本届太情演艺……都将在本届太
阳节上精彩呈现阳节上精彩呈现！！

本届太阳节继续实施本届太阳节继续实施
““文化惠民文化惠民””政策政策，，将以将以4040
元元//人次的半价门票回馈市人次的半价门票回馈市
民民，，两大文明汇聚两大文明汇聚，，乐享半乐享半
价优惠价优惠！！

自古以来，太阳东升西落，为地
球带来无限生机，对太阳的崇拜是人
类祖先共同的信仰。在古埃及，太阳神

“拉”是最至高无上的神，庄严的太阳
神庙里、繁复华丽的壁画中，都可以看
见埃及人不厌其烦地向他膜拜祈祷；
而在中国“金乌负日”的传说中、在古
蜀金沙“太阳神鸟”金箔上，在面容肃
穆的青铜立人的头冠上，太阳也绽放

着亘古不变的光芒。昨晚，在金沙遗址
博物馆遗迹馆前的主舞台上，一曲《太
阳礼赞》延续数千年来人类对太阳的
礼赞，拉开了2017成都金沙太阳节的
帷幕，开启为期21天的新春狂欢。

本届太阳节主舞台可谓最具
“科技感”，其外形设计采用古埃及
荷鲁斯之眼造型，寓意穿越时空的
神圣和智慧，太阳神鸟图案镶嵌其

中作为“点睛之笔”，将古埃及与古
蜀金沙连接和汇聚。演出篇章《日照
埃及》中，外籍演员饰演的“法老”、

“艳后”空降金沙，用恢弘的舞蹈传
递古埃及文化的独特魅力。法老王
手持庄严的权杖，在卫兵的拱卫下
发号施令；“艳后”头戴太阳神的头
冠、身披耀眼的金色衣袍登场……
掀起了整场演出的高潮。

“法老”“艳后”空降太阳节

在清爽的晨风中面对晨曦祈
祷，太阳给我们光芒；在冰冷的风
雨中向穹苍仰望，神赐予我们力
量……

一首《皎阳征途》诗朗诵将观众
从古埃及带到同在北纬30度的东方
——古蜀金沙；一支空灵的《丹凤朝
阳》杂技幻化出两只振翅飞翔的鸟

儿，表达古蜀先民3000年前对天空
和太阳的遐想；一曲《神鸟耀世》如
同高贵的神鸟缓缓苏醒，带着对光
明的向往脆声啼鸣。

舞出古蜀的神秘灵动

横跨东西的辉煌丝路

金沙太阳节开节

市民观展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鹏）
昨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主持
召开市政府第141次常务会议，部
署进一步扩大招商引资、提升开
放合作水平工作，研究审议推进

“三网融合”、进一步深化村级公
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改革、岷沱江
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等议题。

会议指出，国务院日前印发
的《关于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用
外资若干措施的通知》，对于全市
进一步扩大招商引资、提升开放
合作水平，是重要的政策利好和
战略机遇。各相关部门、区（市）县
要立即行动、抢抓机遇，结合成都
实际，在做活做强存量的基础上，
加快引进更多外商投资，做大做
优增量。要突出重点招商，加快引
进一批绿色低碳、高附加值的产
业高端和高端产业项目，重点招
引轨道交通、航空航天、生物医
药、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大
项目、大企业；要狠抓载体建设，
深入实施“蓉欧+”战略，加快“两
港三网”和国际合作平台建设，进
一步提升中德、中法、中韩、中古
和新川等国际合作园区承载能
力，全面建设自贸试验区；要优化

营商环境，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优
化服务流程，实施好外籍人士“家
在成都”工程，吸引更多国外资
金、人才来蓉投资发展。

会议要求，积极推进城市服务
网、民生网、安全网“三网融合”，健
全网络平台功能，加强数据共享、
业务协同、线上线下融合服务，深
入推进网络理政，着力打造服务便
捷、管理高效的智慧治理体系。要
进一步深化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
管理改革，坚持问题导向，引导群
众用好、用活村公资金，提高城乡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会议原则通过了《成都市岷
沱江流域水环境生态补偿办法
（试行）》，提出将在岷沱江流域相
关区（市）县设立考核监测断面进
行水质监测，并依据监测结果，落
实好对水质明显改善和水质不达
标、水质下降区（市）县的奖惩措
施。各相关区（市）县和部门要高
度重视，采取综合有力措施，切实
推动岷沱江流域水质改善。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会议开始前，南开大学教授葛

顺奇就国家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利
用外资最新政策作了专题解读。

罗强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41次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进一步扩大招商引资
提升开放合作水平等工作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钟文）
昨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学
习十八届中央纪委七次全会和省
纪委十届六次全会精神，学习中
央《县以上党和国家机关党员领
导干部民主生活会若干规定》，传
达学习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和
省政协十一届五次会议精神，传
达学习省委书记王东明在指导成
都市委常委班子2016年度民主生
活会和在省十二届人大五次会议
成都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精
神，研究部署我市贯彻落实工作。

市委书记唐良智主持会议并
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市
委副书记李仲彬，市委常委朱志
宏、王忠林、陈建辉、刘仆、胡元
坤、吴凯、王波、罗相水、谢瑞武、
廖仁松、王川红出席会议。市人大
常委会主任于伟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
要认真学习领会、深刻认识把握
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特别是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认真
领会省纪委六次全会精神，把思
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省委部署
要求上来，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
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斗争。一要进一步增强
从严管党治党的政治自觉和行动
自觉，按照中央和省委部署，把全
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二要抓
好传达学习。各级党组织要把学
习贯彻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特
别是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与学习
十八届六中全会和省委十届九次
全会、市委十二届八次全会精神
结合起来，全面、科学、系统、准确
地学习领会，确保学深悟透、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三要抓好工作落
实。筹备召开好市纪委十二届九
次全会，按照中央纪委全会和省
纪委全会要求，紧密结合我市实
际，全面系统梳理我市良好政治
生态总体形成这一过程中取得的
成绩、经验以及存在的不足，保持
战略定力和政治定力，把中央、省
委的决策部署转化为成都具体的
工作实践，以全面从严治党的优
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省第十
一次党代会和市第十三次党代会
的召开。

会议指出，1月14日-20日，
省两会在成都隆重召开并胜利闭
幕。全市各级各部门要认真学习
贯彻，准确把握精神实质，坚决抓
好贯彻落实，要准确把握全省发
展取得的巨大成绩，进一步增强
发展信心；要准确把握省两会的
各项部署要求，进一步明确今年

工作的着力方位。会议强调，省委
书记王东明在指导市委常委班子
民主生活会和省十二届人大五次
会议成都代表团全体会议上的讲
话精神，为抓好成都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我们要准确把握省委、省政府对
成都工作重大要求，深入落实省
委“三大发展战略”，主动肩负首
位城市责任，按照“157”总体思路
奋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一马当
先、走在前列，努力为全省推进

“两个跨越”作出更大贡献。一要
大力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更好发
挥带头带动引领示范辐射作用；
二要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积
极当好我省建设经济强省的主支
撑；三要提速加力天府新区建设，
打造我省新的经济引擎和发展支
柱；四要大力推进绿色发展，努力
在筑牢长江上游生态屏障中发挥
重要作用；五要着力保障和改善民
生，为全省实现全面小康贡献积极
力量；六要加强依法治理和以德治
理，努力在全面依法治省中发挥示
范作用；七要进一步加强党的建
设，为全省巩固和发展风清气正、
崇廉尚实、干事创业、遵纪守法的
良好政治生态作出积极贡献。

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
市政府、市政协和市法院、市检察
院党组关于2016年工作完成情况
和2017年工作打算的汇报。会议
指出，2016年，市人大、市政府、市
政协和市法院、市检察院领导班
子紧紧围绕市委“157”总体思路，
紧扣市委确定的工作重点，主动
担当、认真履职，创造性地开展工
作，为我市经济保持健康平稳发
展、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
献。2017年，重点做好四个方面工
作：一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带
头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权威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
导；二要坚决贯彻中央和省委、市
委的各项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
到实处；三要紧紧围绕市委“157”
总体思路积极履职尽责，奋力推
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取得明显成
效；四要进一步抓好自身建设，巩
固和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
态，进一步提高凝聚力和向心力，
推动成都各项事业发展朝着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目标阔步前进。

会议听取了市政府党组《关于
促进2017年经济工作一季度“开门
红”的报告》，并对相关工作进行了
安排部署。会议指出，2017年，是我
市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实施

“十三五”规划和深化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关键一年。 紧转02版

主动肩负首位城市责任
奋力建设国家中心城市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 唐良智主持会议并讲话

新华社快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3日签署行政命令，正式宣布美国退出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

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

美国退出T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