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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成都市已公布的历
史建筑保护名录总共达到78处。一
旦进入名录，这些历史建筑就可以
获得特别保护。据了解，下一步房
管部门就将组织设立保护标志，推
进维护修缮，加强历史建筑的日常
巡查监管和保护利用工作。

首次有“构筑物”入选
平桥粮仓承载独特时代记忆

本批次入选的历史建筑类型
丰富，跟以往不同的是，首次有

“构筑物”入选名录：位于金堂县
平桥乡兴平街1号的平桥粮仓，建
于1964年，是金堂县当年重要的
粮食仓库，被认为承载了独特的
时代记忆。

“我们在规定中，对历史建筑
的认定是包括了建筑物和构筑物，
但前七批名录都是建筑物。”市房
管局相关人士介绍。

二者的区别在于，一般供人们
生产、生活、游玩、观赏或其他活动

的房屋或场所，如工厂、住宅、厅堂
馆所、亭台楼阁等称为建筑物。构
筑物一般指生产过程中所必须有
的附属建筑设施，如烟囱、水塔、变
电站、筒仓等。

近现代宅邸建筑代表
融入欧式建筑和川西建筑风格

本次入选的历史建筑，还有成
都近现代宅邸建筑的代表，位于金
牛区花牌坊街2号成都工业学院内
的徐子昌旧居，修建于20世纪30年
代中期，新中国成立前其为成都警
务司令部督查主任徐子昌的住宅。

本批次名录中，同样融入欧式
建筑和川西建筑风格的，还有位于
人民南路的“原华西协合大学校长
楼”，它建成于20世纪20年代，既有
欧式建筑的青砖墙柱及拱形门洞、
壁炉烟囱，又有川西建筑的小青瓦
屋面、走马转角外廊。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摄影记者 刘海韵

成都市房管局介绍，此次公
布的11处历史建筑，类型多样，风
格独特，历史信息丰富。

位于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80
号的锦江宾馆，建于1958年，坐落
在成都城市中轴线与母亲河锦江
交汇节点的锦江之滨，是成都籍
中国建筑大师徐尚志的代表作，
是成都市早期的地标性建筑。建
成后，作为西南地区首家五星级
酒店，除接待过党和国家领导人
外，还接待过众多友好国家的元
首及皇室成员，是四川对外交流
的重要窗口，在成都市乃至中国
西部地区对外开放和经济社会发
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它也
是中国现代建筑的优秀范例，具
有较高的现代审美价值。2016年9
月29日，锦江宾馆被中国文物学
会、中国建筑学会公布为“首批中
国20世纪建筑遗产”，全域成都仅
此一处。

原华西协合大学校长楼位于武
侯区人民南路三段17号四川大学

华西校区内，建成于20世纪20年
代，长期作为校长的住宅，见证了
华西协合大学和我国西部医学的
发展历程。成都商报记者近日探
访发现，整个建筑物既有欧式建
筑的青砖墙柱及拱形门洞、壁炉
烟囱，又有川西建筑的小青瓦屋
面、走马转角外廊，且两者结合自
然巧妙，形成川西地区近代住宅
建筑的特有风格。

作为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
部分，历史建筑在传承城市历史
文脉，展示城市风貌特色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几年前开始，市
房管局就牵头开展了全市历史
建筑保护工作，在传承历史文
脉，继承和弘扬优秀历史文化上
做出不少成绩。

近日，我市正式施行《成都
市历史建筑和历史文化街区保
护条例》，弥补了长期以来在保
护管理上地方性法规的空白，

《条例》在总结我市历史建筑和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管理工作实

践的基础上，还借鉴天津、广州、
杭州等地相关立法经验，对历史
建筑保护和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进行一并规范。对于历史建筑的
认定，《条例》进行了“扩面”，将
符合认定条件的本市已公布的
优秀近现代建筑和工业遗产纳
入历史建筑认定范围，同时，市
房管局组织各区（市）县房管部
门对辖区内老建筑加大了复查
踏勘力度，力争将更多具有保护
价值纳入保护，在历史建筑数量
上有所突破。

“历史建筑作为城市优秀历
史文化遗产，应该说和我们每一
个市民息息相关。”市房管局历
史建筑保护办公室表示，保护历
史建筑，同样离不开社会各界的
鼎力支持和积极参与。成都市历
史建筑保护工作将会严格按照

《条例》深入推进，力争为传承巴
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努力建
设世界文化名城增添更多房管
力量。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第八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公布 共11处
锦江宾馆、平桥粮仓入选

设立10亿元人才发展专项资金，用于人才
奖励补贴和人才项目资助扶持！为深入贯彻落
实省市党代会精神、成都国家中心城市产业发
展大会和市人才优先发展战略，以“不唯地域、
不求所有、不拘一格”的新人才观为指引，建设
国际化一流人才高地，让海内外人才“引得进、
留得下、用得好、过得美”，昨日，天府新区成都
直管区召开发布会，重磅推出《天府新区成都
直管区“天府英才计划”实施办法》。

《实施办法》规定，凡是直管区引进的国际
化高层次人才，通过认定的，不论地域和国籍
都可以享受奖励补贴；短期在新区工作，只要
有贡献，同样可以享受奖励补贴。同时，除人才
引进补贴外，还对创业的人才（团队）给予资助
扶持。

《实施办法》一大特点就是对于人才标准
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整个标准人才划分共有
130个标准子项，充分体现了国际化元素，涵盖
了科技、金融、管理、会展、文化、艺术、体育、教
育、卫生、技能等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将人才
标准依次分为顶尖、领军、高级、特优、优秀、青
年人才6大层次，同时又将科技类人才设为A
类；金融、管理、会展、文化、艺术、体育等各产
业类设为B类人才；教育、卫生、技能等社会服
务保障类人才设为C类，对应层次人才除奖励
补贴额度不同外，还享有相应的荣誉地位和综
合保障。特别是对于“草根”，只要做出成绩，也
能进入人才库，比如音乐、影视等文艺作品的
主要创作者，且作品在ALEXA网站排名前500
的网站首页热播有较大影响的，也可被认定为
优秀人才。

一旦进入“人才库”，就可享受奖励补
贴。成都天府新区建立了5层次13类的补贴
体系，从顶尖人才的500万元至优秀人才的
10万元，青年人才虽然不享受奖励补贴，但
可享受入户、购房等综合政策保障。大力鼓
励人才发展，对于在新区发展升级的人才，
还可以享受升级后的差额补贴。

同时，鲜明了鼓励人才在新区创业的导
向。对于人才创业，设置了专门的资助扶持，
额度从5万元到1亿元。主要有三大类型：顶级
团队的综合性资助、人才创办科技型企业的
启动性资助、人才创业的发展性资助。对于在
生产一线发挥重大作用的技能人才一并纳入
创业资助扶持，形成了覆盖各类人才创业全
过程、全层次的项目资助体系。

《实施办法》还规定，认定的人才除享受奖
励补贴以外，还能享受住房安居、子女就学、医
疗保健、落户、出入境和停居留等服务保障。

天府新区成都党工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
称，下一步，新区将加强优秀青年人才引进，常
态化开展全国名校、名企、名院、名城的巡回推
介，吸引百万大学生到新区安家创新创业。为
此，新区已经做好了全域环境准备，人才公寓
已经开工，配套政策也将陆续出台。同时，天府
新区成都还成立了天府英才中心，作为高技术
专业人才的服务机构。 成都商报记者 柯娟

“我没时间来上课，多给点钱可不可以？”
“可以，多交350元。”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运管局派出的暗访人

员发现，天欣驾校在道路运输从业资格培训过
程中存在“收钱不培训”的情况，由培训机构工
作人员代打学时卡，主动参与弄虚作假。

成都商报记者8月14日了解到，由于从业
资格培训报名不规范等严重违规行为，成都市
交委运管处从2日起，对四川天欣驾驶员培训
有限公司开展一个月整改，整改期间暂停其道
路运输从业资格和继续教育培训新招生报名
业务。

据悉，省交通运输厅运管局于5月16日至6
月21日，对2016年度以来驾驶营运车辆发生较
大事故的驾驶员从业资格管理工作，进行责任
倒查调研。并派出3个暗访组，以普通驾驶员身
份，全过程体验式开展暗访工作。

暗访对象为3所道路运输从业资格培训机
构，涉及两类从业资格证，即货物运输从业资
格证和旅客运输从业资格证。暗访人员发现，
道路运输从业资格培训机构对学员报名的基
本条件都把关严格。在报名过程中，3所培训机
构均告知不能直接购买从业资格证，必须自己
参加考试。天欣驾校总校则表示，可以多交350
元，就不用参加培训，可以直接参加考试。

在交了350元“不培训费”后，暗访人员果
然不用参加培训。6月30日，暗访人员接到通
知，到达天欣驾校总校培训地点了解考试事
宜，后领取了一本培训教材便离开。驾校联系
人告知其后期不用参加培训，等候通知参加
考试。但从暗访情况来看，大部分从业资格培
训机构对培训的相关要求相对严格，按规章
办事。

依据《机动车驾驶员培训管理规定》，成都
市交委运管处对四川天欣驾驶员培训有限公
司开展一个月整改，整改期间暂停其道路运输
从业资格和继续教育培训新招生报名业务。运
管处相关负责人表示，整改时间从8月2日延续
至9月2日，到期对天欣驾校进行整改验收。验
收合格，恢复其暂停业务的招生，不合格则会
继续整改。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整改期间，天
欣驾校其他驾培业务不受影响，已报名道路运
输从业资格和继续教育培训的学员也可继续
培训。天欣驾校负责人告诉记者，该校正在按
要求整改。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成都天府新区诚邀天下英才

设立10亿
人才发展专项资金

收350元代打学时卡
天欣驾校暂停部分新招生

成都市第八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名称

锦江宾馆

谢无量旧居

原华西协合大学校长楼

十二中街4号民居

徐子昌旧居

江源巷2号民居

龙王镇刘氏祠堂

石板滩镇文昌宫

石桥镇张家祠堂

怀远镇小北街18号民居

平桥粮仓

区域

锦江区

锦江区

武侯区

武侯区

金牛区

金牛区

青白江区

新都区

简阳市

崇州市

金堂县

地址

人民南路二段80号

四圣祠西街36号附3号

人民南路三段17号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内

十二中街4号

花牌坊街2号成都工业学院内

江源巷2号

龙王镇梁湾村7组、12组

石板滩镇正兴街126号

石桥镇和平街55号

怀远镇小北街18号

平桥乡兴平街1号

保护历史建筑 成都推行“扩面增量”

成都市第八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近日经市政府批准，
已于昨日正式公布，包括锦江宾馆、原华西协合大学校长
楼、徐子昌旧居等11处历史建筑，此次公布的名录涵盖了
著名建筑大师代表作、民居、粮仓等建筑物和构筑物。

中国首个马来西亚国家馆落地成都自贸区
年内有望对市民开放 榴莲便宜2~3成

很快，成都市民在
家门口就可以享受来自
马来西亚的美食了。

昨日，成都双流自
贸试验区马来西亚国家
馆项目签约仪式举行。

记者现场获悉，该
馆约有2000平方米，有
望于今年10～11月建成
开馆。

这是马来西亚在中
国的首个国家馆，也是
四川自贸试验区挂牌
后落户的首个国家馆，
建成后，除了展销马来
西亚食品，还将推动成
都和马来西亚的贸易
往来。

什么是国家馆？说起“国家
馆”，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世
博会中的“国家馆”。成都自贸
区的“国家馆”到底是什么？记
者获悉，“国家馆”是国别（地
区）进口商品中心的简称，是一
个国家的商品展示和推广中
心。“国家馆”是一个国家的集
中展示厅，上海自贸区就曾因
众多国家馆引起关注。

此次签约，马来西亚拟利
用双流综保区国际商品展示中
心，建设约2000平方米的马来
西亚国家馆，该馆是马来西亚
在中国的第一个国家馆，旨在
搭建一个集经济、文化、教育、
旅游、展示、投资、服务于一体
的双向综合平台。

“建成后，市民不仅可以在
里边挑选商品，还可以更深入
了解马来西亚金融、经济、文化
等方面。”中马贸易有限公司总
经理姚士霖介绍，一方面，将利
用马来西亚国际贸易与工业部
的资源优势，整合马来西亚乃

至东南亚投资贸易企业和商品
资源，进驻双流自贸试验区国
家馆，开展特色文化、贸易商品
展示展销活动，将马来西亚的
投资贸易企业和优质商品“引
进来”；另一方面，通过积极与
国内企业合作，重点帮助国内
企业解决认证体系、语言等方
面的障碍，为国内企业提供更
多的投资和商品需求，引导国
内企业投资和商品“走出去”，
进入马来西亚乃至东南亚其他
国家市场。

“今年10~11月就可能会
开馆。”姚士霖介绍，该国家
馆有望今年10月建成并投入
使用，届时消费者可以买到
更加实惠的马来西亚进口商
品。以马来西亚猫山王榴莲
为例，以后不用再从沿海转
关转运，从双流机场直接进
口，物流时间缩短，物流成本
降低，成都市民可以吃到更
新鲜的猫山王榴莲，价格也
有望降低两到三成。

除了以展销马来西亚食品
为主，马来西亚国家馆还承担
着另一重要任务——推动成都
和马来西亚的贸易往来。

记者现场获悉，中国是马
来西亚的最大贸易国，成都与
马来西亚在开放合作方面，具
有广阔的市场前景和丰富的合
作资源。

随着马来西亚国家馆落户
成都自贸区，合作“画卷”已经
徐徐打开。在昨日的签约仪式
上，围绕马来西亚国家馆项目
的落户，还实现了多方合作与
共赢。

一是马来西亚受邀成为
2018年第六届成都国际都市现
代农业博览会主宾国，成都市
农委代表农博会组委会现场提
出邀请，马来西亚官方代表正
式接受邀请。

二是马来西亚第一批企业
正式签约入驻国家馆，包括马
来西亚制造商与服务业协会
PPIPBM公司和多来贸易公司、

依步达有限公司等4家在马来
西亚食品领域具有代表性的公
司作为马来西亚十三个州的首
批入驻企业代表现场签约。

三是马来西亚国家馆项目
与国内公司达成合作，成都新
东方展览有限公司、中远海运
物流有限公司分别作为国家馆
项目展厅布展和物流合作伙
伴，签定合作协议。

“国家对四川自贸试验区
赋予的主要任务是要全面深
化改革，融入‘一带一路’，扩
大西向和南向的开放，特别是
西向对欧的服务贸易的开放
和南向的打通丝绸之路经济
带。”市商务委副主任、四川自
贸区成都片区管委会常务副
主任张金泉表示，欢迎越来越
多的国家在成都设立国家贸
易馆，将有制度安排和政策优
惠，“下一步我们将把扩大进
口作为成都建设西部贸易中
心城市的重要工作。”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马来西亚国家馆将带来什么？
榴莲便宜2至3成

马来西亚成第六届成都农博会主宾国
国家馆将推动双边贸易往来

原华西协合大学校长楼入选第八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位于四川大学华西校区东区8号院

平桥粮仓入选第八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位于金堂县平桥乡兴平街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