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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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郫都：天府水源地电子信息城
高标准构建“五区两轴两带”空间结构布局

专访成都市郫都区委书记、
成都创新创业示范基地党工委书记杨东升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专访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二所所长王新峰
以人为本 突出生态与创新

本次规划的着眼点在哪里？
又形成了怎样的亮点和特色？王
新峰告诉记者，这次规划充分贯
彻了新时期国家对城市规划建设
工作的新要求，学习借鉴了新一
轮北京总规和雄安新区规划的科
学经验，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突出了“生态文明”，在
保护好郫都千年水网的基础上，
以“水”为纽带，促进城市空间与
河渠水系、自然田园的融合发展；

二是，突出了“创新驱动”，立
足郫都突出的高新产业优势，力
争让创新元素扩展到每一片土
地，形成全域创新的空间体系；

三是，突出了“以人民为中
心”，大力完善公共服务，积极提
高城市品质，让城乡居民都能够
享受到发展的红利。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实习记者 龚靖杰

图由郫都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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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升告诉记者，郫都区的
“郫”字是专用词，它的意思是指
临水而建、因水而兴的城池。3000
多年前，望丛二帝在此教民农桑、
治水兴蜀。“郫”一直被称为“古蜀
之都、天府之源”。

郫都区位于成都市上风上水
之地，辖区内八河并流，水网密
集、水质优良，是成都最大的饮用
水源地，承担主城区83%生活用
水。是都江堰精华灌溉区核心区，
也是川西林盘的重要保护区，全
区共有林盘8700余个，建成区绿

化率达40.8%。
在本轮规划中，如何利用好

这些生态本底形成发展特色？杨
东升说，“通过‘划红线、优本底；通
风廊、理水系；护林、增绿’等手段
控制大地景观和生态背景，同时
采取‘望山、通风、亲水、绘城’等
城市设计策略优化城市空间布
局，塑造高低错落、疏密有致的城
市天际线，优化提升沿线景观形
态。”按照这样的规划，郫都将呈
现出“水润田园，绿满鹃城，科技
人文，活力时尚”的总体风貌。

这里有悠久的历史文
化，2300年前，“郫”字为这
片土地而造；这里有家喻
户晓的川菜之魂——郫县
豆瓣；这里还是中国农家
乐的发源地……这里既拥
有古蜀文明的厚重，又拥
有创新发展的活力。2017
年是郫都撤县设区元年，
进入2018年，郫都如何传
承历史文化、延续创新基
因，推动新一轮发展？成都
商报记者专访了成都市郫
都区委书记、成都创新创
业示范基地党工委书记杨
东升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
研究院二所所长王新峰。

“五区两轴两带”空间布局
提升城市品质

本轮规划，郫都区遵循“一尊重五统
筹”的原则，对照《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
（2016-2035）和“中优”“西控”两大功能定
位。落实“西控”区域，规划了302平方公
里，规划主题是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
的发展；落实“中优”区域规划了136平方
公里，规划主题是提高产业层次、提升城
市品质。具体来说，郫都明确了“五区两
轴两带”全域空间结构布局。“五区”即：成
都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食品饮料产业功
能区、乡村旅游聚集区、都市现代农业聚
集区和文化创意聚集区。“两轴”即：东西
向的红光大道发展轴和南北向的五环路
郫都段发展轴。“两带”即：锦江绿轴特色
小镇生态带和清水河创智活力生态带。

此外，郫都区还规划了“1+6+180”三
级城镇体系，精心谋划红光大道、犀浦综
合交通枢纽片区等重点区域城市设计。完
善城市道路系统，加强内外路网联接。构
建“四横”、“四纵”高速快速路网。规划快
铁、地铁、有轨电车7条轨道线网，实现与
航空枢纽、高铁枢纽无缝衔接。

打造“一区三基地”
重点发展电子信息产业

在本次规划前期研究中，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的专家们深入了解发现郫都区
电子信息产业基础雄厚，行业相对集中、
高端化特征明显、知名企业多，呈现集群
发展态势，发展潜力巨大。同时，郫都区内
有电子科大、西南交大等19所高校，在校
大学生25万人，电子信息及相关专业大学
生近10万人，拥有各类实验室、工程中心、
技术中心等科研机构249个，其中，国家级
29个，是国家首批双创示范基地，创新创
业软硬件条件优越。

因此这轮规划，立足当前，着眼未
来，郫都区规划布局了“一区三基地”，确
定以电子信息制造业为郫都未来的战略
性支柱产业，结合全国双创示范基地建
设，加快培育和发展新经济。一区，是指
成都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该区总规划
100多平方公里，规划建设郫都智慧科技
园和成都创新创业集聚区两个产业园
区，重点发展人工智能、软件研发、集成
电路、新型显示、5G技术等五大重要领
域，推进产城一体融合发展，着力构建电
子信息产业生态圈。三基地是指，国家创
新创业示范基地、中国川菜产业化基地
和西部影视文化基地。

国家创新创业示范基地以菁蓉镇为
核心，重点发展技术研发、工业设计、创新
孵化等特色优势产业。建设创客公园、国
际社区和4个环高校特色创新创业街区，

吸引国际科创人才入驻，积极构建现代
化、全要素、低成本“产业公地”。目前，菁
蓉镇作为全国双创示范基地，经过3年积
淀，已经聚集了一大批创新创业企业和孵
化机构，影响力与日俱增。

中国川菜产业化基地以安德街道为
核心，围绕郫县豆瓣、川菜工业化、复合调
味品、微生物工程和食品包装五大产业链，
构建以郫县豆瓣为核心的食品饮料产业生
态圈。布局川菜文化博览中心、川菜产业会
展中心，建设国际美食文化之城。

西部影视文化基地以团结街道为核
心，依托四川传媒学院影视文化领域资
源，通过文化植入、创意融入和设计提
升，实施成都影视硅谷、凤凰影都、蜀绣
小镇等一批兼具规模和品牌效应的文创
融合示范项目。

分批实施民生项目
今年新建扩建幼儿园、中小学20所

未来三年，郫都将分期分批实施一
系列民生工程和项目。2018年将新建扩
建幼儿园、中小学20所，完成区中医院、
区人民医院迁建项目；到2020年，社区综
合服务设施全面达到国家标准。

交通方面，加快地铁6号线建设，实现
有轨电车蓉2号线通车；配套启动犀浦地
铁综合交通枢纽TOD建设，完成蜀源立
交建设；打通4条城市断头路；建设一批停
车场。2020年前，将完成地铁31号线前期
工作，建成蓉2号线电子科大清水河校区
支线等，进一步加密轨道交通线。

以实际行动改善人居环境。2018年，
郫都区将实施中信大道景观改造，再打造
10个小游园，10个微绿地和10个“可食地
景”。高标准建设100公里绿道、6个生态湿
地公园，新增绿地面积72万平米。启动犀浦
体育场、方桥嘉苑文体设施等27个社区综
合体和100余项公建配套项目建设，着力打
造15分钟生活圈。到2020年，实现“300米见
绿、500米见园”，提升城市品质品位。

发展定位▼
天府水源地电子信息城

空间布局▼
“五区两轴两带”

“三步走”战略目标▼
第一步，到2020年，

基本建成全面体现新发
展理念国家中心城市的
中心城区

第二步，从2020年
到2035年，全面建成国
际门户枢纽城市的绿色
智慧城区

第三步，从2035年
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
可持续发展世界城市的
典范城区

受静稳、逆温等不利污染气象条
件的影响，11日起我省盆地开始出现
新一轮区域性污染过程，并于15日形
成区域性重污染。昨日，省环境监测
总站传来消息：16日起区域性污染将
解除，预计17日盆地西部大部城市
为良至轻度污染，盆地南部局部城
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局部城市为
轻度至中度污染，部分城市为良至
轻度污染；盆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
中度至重度污染，大部城市为良至
轻度污染；盆地其余城市为良。

冷空气“掀盖”昨解除区域性污染

省环境监测总站副站长罗彬介
绍，15日成都、自贡、泸州、德阳、绵
阳、乐山、眉山、宜宾、广安、雅安10
市出现重度污染，遂宁、内江、南充、
达州、资阳5市出现中度污染，广元、
巴中2市为轻度污染。

这一现象随着前晚冷空气到达
得到缓解。罗彬说，四川是盆地地
形，对大气污染物有汇聚作用，由于
逆温现象严重，四川盆地上空的边
界层压得比较低，15日晚甚至压低
到了300米左右，“这就相当于加了一
个锅盖，把大气污染物全部盖在了锅
里”。而15日晚至16日凌晨的冷空气
让青藏高原下沉气流将污染的边界
层，也就是扣在盆地上的“盖子”掀开
了。“这股冷空气对空气质量改善非
常明显。”在罗彬看来，冷空气从西向

东推进，效果很明显，从16日凌晨5点
开始，乐山率先出现“良”，截至17时，
达州为中度污染，绵阳为轻度污染，
其余城市为良或优，“截至16日18时，
成都出现连续两个小时的优。”

请市民低碳出行 监督违法排放

蓝天白云再次回来，未来几天
空气质量如何？省环境监测总站预
测，17日，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轻度
至中度污染，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
污染；盆地南部局部城市为中度至
重度污染，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
污染，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盆
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
染，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盆地
其余城市为良。18日，盆地西部部分
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部分城市
为良至轻度污染；盆地南部局部城
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局部城市为
轻度至中度污染，部分城市为良至
轻度污染；盆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
中度至重度污染，大部城市为良至
轻度污染；盆地其余城市为良。

19日，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中
度至重度污染，大部城市为轻度至
中度污染；盆地南部局部城市为中
度至重度污染，大部城市为轻度至
中度污染；盆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
中度至重度污染，局部城市为轻度
至中度污染；盆地其余城市为轻度
污染；首要污染物为PM2.5。

尽管昨日已解除区域性污染，
但专家提醒广大市民密切关注空气
质量变化，同时请大家节约能源，尽
量低碳出行，对企业、工地、露天烧
烤和焚烧等污染空气的违法行为进
行监督，减少大气污染物排放，共同
为 空 气 质 量 的 改 善 做 出 贡 献 。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蓝天白云归来
四川昨解除区域性污染

韩国驻成都新任总领事张蹄壑首次亮相

资深“三国迷”赴任
看好蓉韩医美产业合作

白衬衫灰西装、一副眼镜文质彬
彬，昨日，韩国驻成都新任总领事张
蹄壑首度与媒体见面。这位毕业于首
尔大学的新任总领事，自带书卷气，
表示任期内将努力促进四川地区与
韩国的民间人文交流，让双方成为

“最好的朋友”。

履新不到一周，张蹄壑已将武侯
祠和熊猫基地列入必访景点。因为三
国文化和大熊猫在韩国的超热人气，
已成为韩国人认识成都的名片。对于
未来的经贸交流，张蹄壑更直指盛产
美女的成都是韩国企业投资的热土，
医美产业会是一个合作亮点。

““我是主动我是主动
申请来成都工申请来成都工
作的作的，，对我而对我而
言言，，成都是一种成都是一种
难以表达的感难以表达的感
觉觉。”。”出生于上出生于上
世纪世纪6060年代末年代末
期的张蹄壑期的张蹄壑，，成成
长在三国文化长在三国文化
风 靡 的风 靡 的 氛 围氛 围
中中。“。“关羽充满关羽充满
人情味人情味，，诸葛诸葛
亮很酷亮很酷，，希望希望
像他一样足智像他一样足智
多谋多谋。。我研究我研究
中国历中国历史后发史后发
现曹操也是非现曹操也是非
常伟大的常伟大的。”。”

三国迷
对于未来对于未来

的经贸交流的经贸交流，，
张蹄壑直指盛张蹄壑直指盛
产美女的成都产美女的成都
是韩国企业投是韩国企业投
资的热土资的热土，，医医
美产业会是一美产业会是一
个合作亮点个合作亮点。。

来中国之来中国之
前他见过几位前他见过几位
医美产业领域医美产业领域
的 韩 国 企 业的 韩 国 企 业
家家，，都向他表都向他表
达了投资四川达了投资四川
的意愿的意愿。。

谈合作
““我希望我希望

四 川 地 区 和四 川 地 区 和
韩 国 可 以 成韩 国 可 以 成
为 最 好 的 朋为 最 好 的 朋
友友。”。”张蹄壑用张蹄壑用
中 文 强 调 了中 文 强 调 了

““ 最 好 的 朋最 好 的 朋
友友”。”。他表示他表示，，
在北京学习期在北京学习期
间间，，了解到中了解到中
国正在推进西国正在推进西
部大开发战略部大开发战略
和和““一带一路一带一路””
倡议倡议，“，“西部地西部地
区非常重要区非常重要，，
我会全我会全心全心全意意
地努力促地努力促进两进两
地交流地交流。”。”

谈希望

“我是主动申请来成都工作的，
对我而言，成都是一种难以表达的感
觉。”张蹄壑说，这是他第一次来四
川，但他与四川的缘分发源于多年以
前。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期的张蹄
壑，成长在三国文化风靡的氛围中，
以三国故事为主题的电视剧、漫画伴
随了他的儿童时代，直到青年时期租
来小说，他才知道“三国热”的源头原
来是一本书。

“关羽充满人情味，诸葛亮很
酷，希望像他一样足智多谋。我研究
中国历史后发现曹操也是非常伟大
的。”虽然中文还不熟练，对于三国
中的人物，张蹄壑却表现出文化上
的亲近感。来到成都，张蹄壑把武侯
祠列为必访景点之一，另一个则是

熊猫基地。他透露，正在上高中的小
儿子也一起来成都了，是个熊猫迷。
在韩国，三国文化和大熊猫是成都
的两张名片。

在张蹄壑的青年时代，川菜还曾
带给他不一样的情感。10多年前，他
在美国读研，校外人气最高的餐厅是
一家川菜馆，麻婆豆腐则是他最喜欢
的一道川菜，“可能因为韩国人也爱
吃辣，相似的口味陪伴了我在异国的
生活。”对于平昌冬奥会期间，川菜没
有被选为中国的代表饮食，张蹄壑对
此表示遗憾，“我个人认为是因为有
太多韩国人已经了解了川菜，不需要
进行宣传，但如果冬奥会期间有川菜
界人士访问的话，无疑会进一步提高
川菜的知名度。”

主动申请赴任成都
麻婆豆腐曾陪伴他异国求学生活

推动经贸人文交流
愿促川韩成为“最好的朋友”

韩国医美产业发达，成都又以盛
产“美食、美景、美女”知名，两者相遇
会有合作空间吗？张蹄壑提到一个有
趣的细节，来中国之前他见过几位医
美产业领域的韩国企业家，都向他表
达了投资四川的意愿。“当时我就开
玩笑问他们，听说四川地区已经有很
多美女了，有必要去四川发展吗？”张
蹄壑说，企业家们的回答让他很意
外，“美女会更多地关注美丽产业。”

来蓉第二天，张蹄壑上班路上看
见的时尚男女，证实了他对成都的印
象，“果然是名不虚传。”张蹄壑表示，

他的学历背景以企业管理为主，还曾
在中国对外经贸大学进行短暂学习，
经贸交流会是他在任期内致力推动
的一项重要工作，但更重要的是进行
全面的人文交流，所以产业、文化、旅
游都是他关注的领域。“我希望四川地
区和韩国可以成为最好的朋友。”张蹄
壑用中文强调了“最好的朋友”。他表
示，在北京学习期间，了解到中国正在
推进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一带一路”倡
议，“西部地区非常重要，我会全心全
意地努力促进两地交流。” 成都商报
记者 钟茜妮 摄影记者 张士博

韩国驻成都新任总领事张蹄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