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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大让扶贫变得有温度 大方人生活有希望
三年投入60亿元扶贫资金 助贵州大方精准脱贫

小学时，大方
县三元乡的杨跃
志，最大的梦想是
能看见书上的字；
16 岁，他的梦想
是学到手艺，养活
自己；20岁，他的

梦想是娶妻成家，让母亲过上体面
的生活……

2017年，他的后两个梦想变成
了现实：他和妻子、3岁的女儿、母
亲搬进了近百平方米的新楼房，开
了一间“爱心盲人理疗按摩店”，并
且在合作社拥有了两个大菜棚。他
的幸福源泉，发轫于内心不息的奋
斗之火，受益于政府的惠民政策。而
让他提前实现了梦想的加速器，则
是恒大集团。

据了解，恒大对贵州大方县持
续3年扶贫，投入了超过60亿元的
扶贫资金，承诺在未来还将投入50
亿元，并派遣超过2000名恒大精
英骨干前往大方帮助扶贫。而这一
切扶贫资助的背后动力，来源于恒
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的初心
——“没有国家的恢复高考政策，我
还在农村；没有国家14块钱的助学
金，我也读不完大学；没有国家的改
革开放政策，恒大也没有今天。我们
应该去承担社会责任，我们应该回
报社会，我们必须回报社会。”

在恒大看来，扶贫攻坚的核心在于
产业支撑，因地制宜的产业扶贫，是实现
永久脱贫的基础。恒大集团结合当地实
际，发展蔬菜、肉牛、中药材和经果林等
特色产业，为每个贫困户配备至少两个
产业项目，并引进上下游龙头企业，形成

“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基地”的帮
扶模式，实现“供、产、销”一体化经营，帮
助贫困人口就地脱贫。目前，已建成蔬
菜、肉牛、中药材、经果林产业化基地476
个；设立1亿元的恒大产业扶贫贷款担
保基金，担保总额10亿元，已为334个蔬
菜、肉牛等专业合作社发放贷款4.4亿
元；已引进43家上下游龙头企业。

此外，恒大还帮助当地居民实现

异地搬迁扶贫，推动和建设现代产品
为依托的新农村。目前，50 个恒大新
村 已 建 成 并 交 付 ，共 安 置 2500 户
10000人,县城扶贫安置区——奢香古
镇已竣工交付，安置1000户4000人。

并且，恒大在当地通过建学校、强
师资、设基金，全方位补足当地教育资
源缺口。已建成11所小学、13所幼儿
园、1所完全中学和1所职业技术学院，
并全部投入使用。另外，与清华大学合
作引进优质教育资源，目前远程教学
平台已投入使用，已培训550名教师及
管理干部。设立的恒大大方教育奖励
基金，已奖励资助400名偏远山区优秀
教师、600名贫困家庭优秀学生。

在恒大内部广为流传着一则视
频，是许家印在帮扶乌蒙山区扶贫
干部出征壮行大会上的讲话。视频
当中，许家印首度提及了童年的贫
困对他孩童生活的影响，贫困山区
的生活让他记忆犹新。“当时最大
的愿望就是走出去，走出农村，吃
上白面。”

在经历了恢复高考，改革开放

之后，许家印在 1996 年创建了恒
大，遇上了国家发展的大浪潮，经
过 20 余年的发展成为了超 12 万员
工、总资产 1.5 万亿、年销售规模
5000 亿、年税后净利润 300 亿~400
亿的世界 500 强企业。但许家印没
有忘记当时走出农村时的初心，要

“回报社会”。
从2015年12月开始，恒大集团

结对帮扶大方县，三年内通过产业
扶贫、搬迁扶贫、教育扶贫、就业扶
贫和保障扶贫等一揽子综合措施，
确保到 2018 年底大方县 18 万贫困
人口全部稳定脱贫。截至目前，恒大
已经帮助大方县 12.73 万人初步脱
贫，当地共400万平方米的易地搬迁
安置区已全面开工，331 个蔬菜、肉
牛等产业基地也已全面开工。

三年扶贫初心不改/ 源于许家印对贫困的深刻认知

多渠道精准扶贫/ 从根本上解决贫困症结

恒大在贵州大方县持续3年的精
准扶贫之下，大方县的人民居住和生
活品质有了极大的改善，恒大因此受
到了来自于社会多方的赞扬。

在由人民日报指导，人民日报《民
生周刊》主办的“第五届民生发展论
坛”上，“恒大贵州大方扶贫模式”获得
了“2017民生示范工程”的称号。评审
专家表示，恒大扶贫“方案精准、措施
精准、用人精准”，成功探索了可复制、
可借鉴的“恒大贵州大方扶贫模式”，
其“龙头企业+合作社+贫困户+基地”

产业扶贫模式，实现了“供、产、销”一
体化经营，确保了贫困户持续增收、稳
定脱贫。

中国社科院扶贫《扶贫蓝皮书：中
国扶贫开发报告（2017）》也指出，在恒
大结对帮扶毕节的实践中，充分发挥党
委政府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以及企
业管理优势、决策执行效率高的优势，
通过政企联席会议的方式，确保政府与
企业各司其职、优势互补、高效协作，

“在扶贫领域创新性地实现了政府与企
业的合作”。 成都商报记者 陈佳曜

“恒大贵州大方扶贫模式”/ 获“2017民生示范工程”

老百姓身边的 15 分钟公共文
化服务圈，不仅要满足群众的文化
需求，还要有特色，有吸引力，主动
创造文化需求。甘溪镇的明月窑、柳
街镇的诗歌文化、郫都区和彭州市
的古蜀文化……成都商报记者了解
到，我市各地的文化站深度挖掘本
土文化基因，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
文化活动，丰富和提升了15分钟公
共文化服务圈的内容。

蒲江县甘溪镇蒲江县甘溪镇
深挖邛窑历史文化特质

深度发掘邛窑历史文化，打造
最具特色的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
记者了解到，甘溪镇综合文化站锁定
文化创意旅游定位，依托“茶山竹海明
月窑”独特资源禀赋，深挖邛窑历史文
化特质，以建设国家级文化产业园区
和乡村旅游示范基地为目标，打造全
国重要的文创中心田园样板，引进文
创项目和文化创客，形成以陶艺手工
艺为主的文创项目聚落和文化创客集
群。截至2017年12月,明月国际陶艺
村共引进文创项目41个。

都江堰市柳街镇都江堰市柳街镇
连续三年举办“中国田园诗歌节”

柳街镇东邻岷江、西靠青城，是

一个“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的田园风情小镇。柳街镇文化
站建立了柳风农民诗社、柳风艺术
团、“柳街薅秧歌”实景表演队等文
化团队，举办了12次以上的综合性
文艺活动，并多次开展阅读活动。柳
风农民诗社每年举办3到5次诗歌
培训讲座，出版《柳风诗报》四期,编
印 1~2 本《柳街镇农民诗歌丛书》。
如今，柳街镇被命名为中国民间文
化艺术之乡——诗歌之乡,并被评
为成都市首批“非遗特色小镇”、中
国田园诗歌小镇。柳街镇连续三年
举办了“中国田园诗歌节”。

武侯区武侯区
开展川剧折子戏进社区展演

为弘扬传统文化，武侯区开展
川剧折子戏进社区展演12场，传播
戏曲艺术，丰富群众生活。武侯区还
邀请了国内著名戏剧理论家或表演
艺术家(非遗传承人)开展川剧传习
2场、川剧折子戏专题讲座2场，让
群众对传统戏曲有更深入的了解。

彭州市新兴镇彭州市新兴镇
设置全年开放的阅览室

彭州市新兴镇又名“海窝子”，
传说中这里是古蜀鱼凫王的都城。

如今，在一派川西民居风格、古色古
香的新兴镇上，新兴镇综合文化站
设置了电子阅览室、图书阅览室等，
全年 365 天免费开放。文化站致力
于挖掘海窝子本地古蜀文化，打造
了大型文化旅游剧目《海窝子的传
说》，以实景剧的形式，生动再现了
彭州湔江河谷两岸的古蜀先民渔猎
农耕、神秘祭祀等生产生活场景，展
现了天府文化的博大精深。

郫都区望丛祠郫都区望丛祠
举办首届中国传统民歌节

每年农历的五月十五，川西平
原的人们都会自发到望丛祠内祭拜
望帝和丛帝两位古蜀帝王并开展竞
歌活动，逐渐演变成汉族唯一的赛
歌节会，也是川西平原最具特色的
民俗文化活动之一。2017 年，在望
丛赛歌会的基础上，郫都区举办了
首届中国传统民歌节。此外，郫都区
有效整合街道、社区、文化类社会组
织、企业等资源，利用废旧小水电
站，采用固定展与临展相结合的方
式展示郫都区水系文化、小水电发
展历程等；开展书法展、民俗文化
展、居民家族史演变过程，讲述自己
的故事，汇聚成“郫县(现为郫都区)
故事”。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专访武侯区委书记巫敏

文创武侯为统领 建设智慧城区
构建“四圈两翼”发展格局，形成“繁荣东区、活力中区、生态西区”的特色格局

作为成都主城区当中历
史文化深厚悠久的武侯区，武
侯祠、望江楼、人民南路这些
颇具文化的地标，记录着成都
的变迁，也书写着这座城市的
古往今来。如今，一个个文创
基地和文创项目在这片古蜀
之地生根发芽，武侯区也迎来
了区域发展的又一个春天。

成都商报记者专访了武
侯区委书记巫敏，以及参与
武侯区四级规划体系制定，
天津华汇工程建筑设计有限
公司（简称天津华汇设计）总
规划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设计学博士后，任春洋。听
他们讲讲，武侯区四级规划
体系是怎样的，如何围绕武
侯文化中的“智慧”和“仁
厚”，运用“最智慧”的方式，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
活需要。

让十九大精神，扎扎实实在成都大地上生根

建设现代化新天府 成都开启千年新变

学习贯彻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会精神

挖掘本土文化基因
丰富15分钟公共文化服务圈内容

战略定位▼
“文创武侯、智慧城区”

总体框架▼
规划形成“三水环

抱、三轴支撑、三心引领、
多点带动”的空间结构。

重点片区▼
规划武侯祠、锦江南

岸、人民南路、川藏路、武
侯新城、环城生态区等6
个重点片区。

武侯区提出愿景：凝聚武侯
神、打造低碳城、体现国际范、感
受巴适情。按照我的理解，武侯
神就是武侯精神，用智慧的方式
满足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是具
有世界眼光的理念；低碳城是指
按国际低碳城市标准来建设武
侯，尤其是武侯新城区域；国际
范是指要敢于高点定位，对标国
际顶尖案例，要有国际范；巴适
情是指在社区发展治理上，融入
成都地方特色。

这次规划里有个增绿计划，
相信生态绿街坊可以成为武侯
的一张新名片。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武侯区供图

天府芙蓉园一期 今年5月开园
打造天府芙蓉园，就是为了

体现天府文化的特质，打造一个
文化精品。今年9月天府芙蓉园项
目正式开工，现在一期的花卉部
分已完美呈现，项目整个占地面
积1500亩，总投资8个亿；其中第
一期的投资4亿元，占地540亩。

天府芙蓉园位于成都市武侯
区环城生态区范围，是锦城绿道江
安森林段重要节点，在双流机场起
降航线之下，未来新机场路也将通
过该区域，将是成都形象展示的重
要窗口。在游客中心前，我们规划
了几万平方米的全国最大的广场，
穿过广场就是游客中心。游客中心
的墙体我们采用了最新的发光材
料，并运用了裸眼3D技术，在墙面
上可以呈现出不同的芙蓉花的造

型。游客中心内部运用了人体重力
感应系统，人踩到玻璃上也会呈现
不同芙蓉花的造型。穿过游客中
心，我们建了条100米多长的蓝花
楹大道，每年开花之时，会成为一
道靓丽的风景线。园区内准备种30
多个品种的芙蓉，栽种2万多株。
建成后将是全国芙蓉品种最多、
单园规模最大、科技集成度最高
的生态园区。项目按照五大发展
理念和天府绿道“景观化、景区
化、可参与、可进入”的建设要求，
采用了最先进的全息投影、裸眼
3D、发光材料、重力感应等体验系
统技术；智慧灯杆、室外停车引
导、职能远程管理等安全服务系
统技术。今年5月份，一期项目将
亮相开园。

专访天津华汇工程建筑设计
有限公司总规划师任春洋

生态绿街坊可以成为
武侯的一张新名片

通过对武侯区的深入分析，在规划之
初，首先梳理提炼出武侯起源、历史名河、
人南大道、高校荟萃、巴适街区、川藏丝路、
江安河畔、临空城区等八个特色要素。总体
框架规划形成“三水环抱、三轴支撑、三心
引领、多点带动”的空间结构。

“三水环抱”，即延续锦江、清水河、江
安河的自然格局，强化河道沿线人文休闲、
自然生态功能，形成锦江魅力人文带、清水
河休闲宜居带、江安河文创旅游带；“三轴
支撑”，即提升现有发展轴线、拓展新兴发
展轴线，强化轨道引领城市发展与内外联
动格局，形成人民南路（地铁 1、18 号线支

撑）发展轴、川藏路（地铁 3、10 号线支撑）
发展轴、武青路（地铁9号线支撑）发展轴；

“三心引领”，即立足优势和潜力区域，提升
重大功能集聚力和能级辐射带动力，形成
人南中心、武侯新城中心、太平寺中心。此
外，发挥鞋都、太平园、机投等若干节点的
带动作用，形成“多点发展”态势。

未来武侯区将开展六大智慧行动，其中
文化地标行动，文创南岸行动，人南大道行
动、太平绿墙行动和森林新城行动，五个都
是比较宏大的高能级项目。其中，文创南岸
行动将在锦江南岸地区，打造成都文化艺术
标杆区。

利用“三水环抱”资源 打造锦江文创南岸

武侯区构建了“四圈两翼”的发展格
局，四圈是四大产业生态圈：文化创意产业
主要聚集在锦江与江安河沿线；大健康产
业总体围绕华西片区布局；电子商务产业
布局在武侯新城；现代金融产业集中在人
民南路。两翼则是同步发展科技创新、国际
商务两大产业支撑。

武侯区将依托高能级项目，打开大型
开敞空间，结合商圈与文旅圈，带动空间拓
展，打造繁荣繁华东区；打造宜居活力中

区；打造绿色生态西区，最终形成“繁荣东
区、活力中区、生态西区”的特色格局。建设
繁荣东区的抓手主要是世界级的锦江滨水
公共空间建设、音乐坊、文化坊、创意工场
等 5 个重要节点的建设；活力中区的建设
主要是完善和提升配套；生态西区将形成
国际标准的低碳可持续空间框架，森林新
城中，既有一期项目已经亮相的水韵天府
项目，也有正在建设，明年5月一期开园的
天府芙蓉园项目。

形成“繁荣东区、活力中区、生态西区”的特色格局

全区将新增50个1000平方米以上的小游园微绿地
教育方面，这几年武侯区新修了30多

所学校和幼儿园，其中去年就新建成学校
（幼儿园）12 所，新增学位 5580 个，且重点
向城郊区域覆盖，进一步促进了区域学校
校点布局合理科学，区域教育资源分布更
加均衡。2018 年，武侯区还将新建成学校
（幼儿园）10 所，新增学位 8220 个，教育投
入的比重和数量均创武侯历史之最。再通
过名校集团化发展、培育新优质学校、建设

特色示范学校等手段，不断优化提升现有
教育资源，使更多的群众子女享受到同等
优质的教育资源。

让市民慢下脚步，亲近自然，是武侯全
域“增绿”的努力目标。武侯区明确规划了
到2022年，1000平方米以上的小游园微绿
地全区将新增50个，这些游园绿地必须要
有景观打造、形成景区概念，让市民们能够
感受到美好的环境。

天府芙蓉园设计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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