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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成都机场迎来返程高峰

1日凌晨04：00，越南越捷航空公司执行的
成都—芽庄VJ5317航班最后一个从成都机场安
全起飞离港，这不仅意味着成都机场顺利完成了
前一日的所有航班飞行计划，更是标志着成都机
场圆满地实现了第30个安全年。

成立30年来，成都机场在航线广度、机场吞
吐量以及旅客便捷性等方面都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国内航线从成立之初的25条，增至191
条；国际航线由最初的1条增加到目前的104条，
居中国西部之首。2017年出入境流量突破500万
人次，仅次于北京、广州、上海浦东机场，位居中
国内陆对外开放航空港第四位。

国际航线增至104条
位居西部之首

成都机场于1987年10月15日体改正式成立，
30年来机场始终秉承“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
治理”的安全防范措施，始终坚持“旅客至上，服
务一流”的服务理念，始终确保“服务地方经济、
保证航班正点”的工作思路，已形成较为完善的
航班保障硬件设施，为国内外航班安全及正点提
供了可靠保障，旅客乘机满意度一直名列国内民
用机场前茅。

30年来，成都机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成都机场的候机面积已由成立之初的5000

多平方米，扩展到目前的50万平方米。国内航线
从成立之初的25条，增至目前的191条。国际（地
区）航线从当初的1条（成都经停拉萨至加德满
都）增加到目前的104条，继续居中国中西部之
首。成都机场通达全球的国际航线已覆盖亚洲、
欧洲、北美、非洲、大洋洲的重要枢纽城市，覆盖
面更广，旅客出行更加方便快捷。2017年更是成
都机场航线拓展丰收的一年。2017年1—11月，
成都机场新增国际及地区航线9条，国内航线新
增16条。

年出入境流量突破500万人次
稳居中国内地“航空第四城”

成都机场的旅客吞吐量由1987年的109.42万人次，
增长至2017年1—11月的4558.9万人次，日吞吐量从不到
3000人次增至13.6万人次。特别是国际（地区）航线出入境
客流量增长更为迅猛，于2017年12月14日突破500万人次
大关，成为中国内陆第4个、中西部唯一一个年出入境流
量突破500万人次的一类航空口岸，仅次于北京、广州、上
海浦东机场，位居中国内陆对外开放航空港第四位。货邮
吞吐量由成立当年的2.72万吨，增加到2017年1—11月
58.2万吨，各项运输指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单日平均航班起降也由成立时的31架次，增长至
目前的950架次左右；基地航空公司也由成立之初的1
家，增到目前的拥有国航、川航、东航、成都航、藏航、
祥鹏、深航、南航的8家航空公司；从统计数据看，中国
内地“航空第四城”的地位更加稳固。

据了解，目前在成都机场营运的航空公司从成
立时仅有的几家增至目前的60多家，并拥有3座航空
货运站，年货邮处理能力达150万吨，与北京、上海、
广州、深圳、昆明、杭州等城市间搭建起了穿梭式空
中快线；与各省会城市和重要旅游城市之间航班不
断加密。

乘机条件与环境不断改善
继续深化周边城市空中快线

随着各种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成都机场
为旅客营造了宽松舒适的飞行和乘机环境。从
1987年的开证明坐飞机，候机楼卫生间排长
队，到现在的国内旅客出行扫二维码乘机，自
助托运行李，智慧机场建设取得了新进展。

2017年，成都机场停机坪扩容改造工程、
飞行区滑行道改造等重要工程相继完工投
用，极大地提升了成都机场的安全保障能力，
有利于进一步拓展航线；平视显示器（Head
UpDisplay）验证试飞圆满成功；先后开通了
直飞纽约、洛杉矶、亚的斯亚贝巴、奥克兰等
重量级国际航线达9条。

迈入2018年，成都机场将继续深化周边1
小时、2小时城市空中快线。随着成都天府国
际机场的加紧建设，成都这张名片将更加靓
丽，也必将为成都机场开辟更多航线创造更
多机会，为广大旅客提供更加便捷的空中通
道，为四川省成都市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为实现更好、更长的安全周期打下更加坚实
的基础。吕俊明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吴丹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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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走在高质量发展最前列
加快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国家中心城市

国际航线增至104条
成都机场实现第30个安全年

日均起降近千架次

杨潇说：“规划的过程是
不断认识锦江、解读锦江的过
程。锦江区是一个建成区，增
量空间有限，亟待存量挖潜，
可谓‘螺蛳壳里做道场’。另一
方面，锦江区是一个非常现代
化、国际化的城区，发展基础
较好，城市品质较高，百尺竿
头更进一步，本身就有挑战。”

在6个多月的规划过程
中，规划组在成都总规的指引
下，对标上海、深圳、杭州等国
家中心城市的先进城区，建立
落实目标的指标体系，制定具
体行动计划。通过代表座谈、

问卷调查、大数据分析、倾听
市民声音、走访区内主要企
业等方式，把握市场需要。同
时，汇集多家机构的专业智
慧，邀请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等一流的规划设计机
构，同步开展城市设计工作；
邀请北京、杭州等地的规划
专家，以及市级部门来指导
把关。最终形成的规划紧密
结合了成都市的目标定位和
发展战略，充分符合锦江区
的实际情况和发展趋势。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实习记者 张敬

成都机场
迎返程客流高峰

昨日是元旦假期的最后一天。
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机场获悉，随
着假期的结束，外出旅行及探亲的
人们已集中踏上返程之旅，成都机
场也迎来了旅客返程高峰。

据统计，成都机场昨天共安排
了925个航班的起降，其中进港462
个架次，出港463个架次，单日航班
量比前日的912架次增加了13个航
班；预计今天出港旅客6.5万人次左
右，比昨天的5.9万人次增加了0.6万
名旅客，标志着成都机场迎来了元
旦假期的旅客返程高峰。此次高峰
比原估计时间提前了一天，本次客
流高峰将于今日结束，今日的航班
量及旅客出行人数将比昨日还要高
一些。

据统计，在元旦期间，成都机场
共保障航班起降2782架次，平均每
天927个航班，比去年同期的2576架
次增加了206个航班，同比增长8%；
共安全运送出港旅客19万人次，平
均每天6.3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万
人次，增长了18.7%。

据成都机场方面介绍，目前返
程客流主要以回乡探亲和外出旅行
为主，约占了进出港人数的7成左
右，而回乡人员则高于旅行人数，回
程旅客主要来自北京、上海、深圳、
广州、昆明、杭州、丽江、三亚、拉萨、
海口、西昌、攀枝花等主要城市和旅
游景点，南方较温暖地区旅客返程
人数远高于其他城市；出港旅客主
要集中前往北京、上海、广州、深圳、
武汉、南京、石家庄、乌鲁木齐、银
川、贵阳、昆明等方向。

吕俊明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吴
丹若 图据成都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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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江区：建设“新经济高地、国际化城区”
“一核一轴三带六片”1136空间格局划定

国际（地区）
航线

2017年
出入境流量

制图 杨培央

2018年新年伊始，锦江区站在
新的发展起点上，紧紧围绕建设全
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国家中心城市目
标和“中优”策略，按照新时代成都
“三步走”战略部署，突出“新经济、
国际化、高品位”主线，强化商业商
务中心、国际时尚标杆、天府文化窗
口、品质生活典范功能定位。对此，
锦江区如何落实工作责任？如何为
成都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国家
中心城市、全面建设现代化新天府
贡献锦江力量？成都商报专访了锦
江区委书记陈历章及成都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潇。

空间、功能、产业、形态全面优化

锦江区将重点从四个方面来确保规
划目标定位的体现。

优空间。构建“一核一轴三带六片”的
1136空间格局。“一核”是指天府锦城核心
区。突出“老成都、蜀都味、国际范”的定
位，重点打造大慈寺南北片区和一批特色
街区。“一轴”是指东大街产业发展轴。重
点打造红星路节点和一心桥片区，发展总
部经济、金融服务、文化创意产业。“三带”
是指锦江、沙河、9号线三条生态带。锦江
生态带，重点突出文化休闲功能；沙河生
态带，重点突出亲水宜居功能；9号线生态
带，重点突出生态休憩功能。“六片”是指
攀成钢、琉璃场、狮子山、金融城、东村、环
城生态区等6个特色功能片区。

优功能。落实三减三增。减居住人
口，通过分区详细规划，规划人口减少了
13.6万人；减开发强度，规划减少了开发
总量1050万平方米；减非核心功能，调迁
了一批一般性制造业项目、职业技术学
校、批发市场以及其他非核心功能项目。
增文化功能，增加美术馆、博物馆等文化
设施；增旅游业态，精心打造都市快节奏
与休闲慢生活、优雅从容与前卫时尚相

互融合的旅游休憩系统；增开放空间，实
现“300米见绿、500米见园”。

优产业。一是突出主业主责，构建新
经济、总部经济和商业商务、金融服务、文
化创意的1+1+3产业体系。二是优化产业
布局，建设产业生态圈。规划打造“三大商
圈”，包括世界级商业中心春熙路商圈，两
个城市级商业中心攀成钢商圈和东村商
圈。规划打造东大街和金融城“两大金融
服务集聚区”；规划打造“一廊一带五区”
的文创产业布局，即红星路现代传媒走
廊、东大街高端文化消费产业带、东湖音
乐艺术集聚区、琉璃场文创产业集聚区、
环川师文创集聚区、东村文创集聚区和创
意产业商务集聚区。

优形态。重点优化城市形态和风貌。
一是增添开敞空间，营造宜人尺度。构建
环城生态区、绿道、城市公园、小游园、微
绿地的城市开敞空间系统，将环城生态
绿楔作为城市绿心，延伸至沙河，塑造

“锦江-沙河-环城生态绿楔”生态骨架，
实现水、绿、城融合共生。二是注重高低
错落，塑造优美界面。加强滨河地区、公
园周边、历史文化片区、环城生态区等

“四边”管控地区对高度管控的要求。三
是强化风貌塑造，提升城市魅力。

生态保护和文化传承并举

规划中锦江区加强了生态方面的考
虑。规划锦江生态带、沙河生态带和9号线
生态带三条生态带。进一步完善了绿道体
系和慢行系统，规划建设三级绿道280公
里，其中包括锦江绿道、熊猫绿道、锦城绿
道等区域级绿道35公里；沙河绿道、东大
街绿道、绿轴绿道等城区级绿道100公里；
社区级绿道约145公里，每个社区服务设
施均有绿道覆盖。还规划了70公里宜居水
岸主题岸线，实现通水、通绿、通岸的目
的。构建环城生态区、绿道、城市公园、小
游园、微绿地的城市开敞空间系统。

按照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传承巴蜀文
明 发展天府文化”的部署，锦江区在本轮
规划中，突出了对文化的保护和对历史的
传承。秉持“越成都越世界、越传统越现
代”理念，一条街一条街地研究、一栋建筑
一栋建筑地分析，着力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保护用好文化资源，留住文化根脉和
历史年轮。提升打造、保护利用好水井坊、
邱家祠等17处优秀历史建筑，让老建筑变
成新景观，让老文化焕发新活力，让历史
遗存变为城市体验，让传统文化彰显现代
魅力，让乡愁行走在城市之间。

陈历章说，要让锦江市
民拥有更美好的生活家园，
就要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在锦江区范围内
规划一批分布合理、环境优
美、有机联接、融入共享的绿
色开敞空间。2018年，锦江区
将继续打造出一批综合公共
服务能力强的“小游园”“微
绿地”，具体来讲有劼人公
园、一心桥小游园等10处小
游园、微绿地，面积约7.9万
平方米。

另外，市民的获得感还
体现为办事更方便。去年，
锦江推出“仅跑一次”政务
改革，即在窗口推行“不得
说不”服务规范，对不符合
受 理 条 件 的 不 能 简 单 说

“不”，要告之如何才能够办

理。针对没时间取件的，可
以将办件结果用快递送达。
还开展预约服务、上门服
务、延时服务等个性化服
务，满足企业和老百姓不同
的办事需求。2017年还建立
了 8 个“ 社 区 政 务 服 务 超
市”，依托商场、菜市、楼宇、
物业服务机构等点位，政府
放置设备，采取“自助服务+
人工代理”等模式，不仅可
以进行社保、公积金、涉税
信息查询，还能办理流动人
口婚育证明、房屋租赁备
案、交水电燃气费等。目前
可提供204项服务事项。未
来，我们的目标是住在锦江
区的市民不出社区就可以
就近办事，真正享受便捷的
生活服务和政务服务。

专访锦江区委书记陈历章专访锦江区委书记陈历章
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

专访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潇专访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杨潇
规划的过程是不断认识解读锦江的过程

总体目标：新经济高地、国际化
城区
形象定位：优雅时尚、品位锦江
功能定位：商业商务中心、国际
时尚标杆、天府文化窗口、品质
生活典范
“三步走”战略：

到2020年，将高标准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建成全面
体现新发展理念国家中心城市
先行区。

从2020年到2035年，加快
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城
区，全面建成泛欧泛亚有重要
影响力的新经济高地、国际化
城区。

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全
面建设现代化新锦江、成为可持
续发展的世界城市标杆城区。

太古里夜景 锦江区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