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渝说，闷热的夏天，需要
的不仅是一瓶冰镇的可乐，还需
要凉爽的天气。彭州布局避暑绿
道，从而两全其美。连续两天，莲
花湖所在的彭州市磁峰镇气温
比成都市低5%-10%，划船、钓
鱼，休闲之气从水底冒出来，弥
漫整个空气。很多人不知道，夏
天的彭州，森林、青山、小溪，
26℃的清凉盛夏才是常态。湔江
河支流穿过彭州小鱼洞中坝村，
冷水鱼的美味，瞬间“穿透”游人
的胃。山涧的悠然，清洌的山泉，
让你找到夏天最舒适的状态。所
有这一切，湔江绿道都将其串联
起来，成为你避暑的不二选择。

助力乡村振兴
彭州布局避暑绿道

作为小猪短租华西大区总
监、揽租公社负责人，刘渝坦言
避暑绿道彭州布局深远。彭州
市2018年结合山、水、田、林、湖
等自然风光，正在构建湔江绿
道、官渠绿道、泉水绿道三大特
色绿道体系，打造“望山、亲水、
览湖、观田、游林”的绿道体验。
湔江绿道总长度约472公里，涉
及龙门山镇、小鱼洞镇、通济
镇、白鹿镇、磁峰镇、新兴镇、丹
景山镇、桂花镇、葛仙山镇9个
镇。以“一江携六湖，赏花乐水
探龙门”为主题定位，构建山地
河谷型绿道体系。

绿道建设不是简单的增绿，
而是全方位升级城市功能品质。
湔江绿道一期示范项目位于磁
峰镇石门村土溪河生态长廊，总
长达10公里，项目建成后对磁峰
的旅游服务配套能力将有极大
提升，不仅能吸引更多的骑行爱
好者来游玩，同时也能带动磁峰
镇石门片区高标准民宿、品质民
宿的招商建设。

刘渝说，在小猪短租平台
上，“乡村美宿”系列是最受欢
迎的特色项目。据统计，2017年8
月至12月，就有超过20万游客
入住小猪“乡村美宿”的房源。
彭州的湔江绿道大部分都位于
山区，气候宜人，是成都避暑最
近的去处。拥有发展乡村民宿
的肥沃土壤，独具特色和本地
风情的民宿，有望成为川西旅
游的新名片。

打造避暑绿道典范
宝山成为川西民宿新标杆

“这是我第一次体验山地绿
道，这将成为民宿新风向。”刘渝
说，作为国内领先的民宿短租平
台，与其他业界大咖一样，小猪
短租也看好彭州发展民宿的新
型模式。将自身优质资源与民宿
特点结合起来，挖掘亮点开创民
宿发展新模式。

避暑绿道，无疑将成为其他
地方无法复制的亮点。沿着湔江

绿道，一路都是风景。郁郁葱葱
的丛林，耳畔拂过凉爽的山风。
苍翠的松柏亭亭而立，挺拔的银
杏树紧紧相依。从山林间穿林而
过，延缓了山地的坡度，增加了
骑行和徒步的舒适度。登高眺
望，一层层梯田沿着山坡而下，
一垄垄田间覆盖着低矮茂密的
蓝莓树、绿色有机蔬菜、各类粗
粮、白芨等中药材。

“宝山村景点依地势修建在
山地间，因此2013年我们便建设
了山地绿道，全程设置4个绿道
服务站，用以串联沿线宝山文化
中心、新农村、太阳湾风景区等
景点。”宝山村党委书记、宝山企
业集团董事长贾卿介绍。作为避
暑绿道的典范，宝山村将引领彭
州宝山民宿的发展。

据介绍，为了丰富绿道景
致，彭州宝山从今年初起提档升
级，开辟了750亩宝山现代田园
综合体，顺着山地绿道上山，游
客们除了可以远眺，欣赏成片盛
放的蔷薇花，还能在这里停下
来，走进梯田去采摘蓝莓，体验
农事劳作的乐趣，给紧绷的心灵
放个假。据悉，以绿道为依托，宝
山村正在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已
初步形成集现代农业观光、康体
健身、乡村美食、采摘体验、休闲
度假于一体的产业深度融合生态
旅游模式。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摄影记者 王红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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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叹：绿道助推乡村振兴

“通过这几天的行程，我知道温江正
在建设公园城市，把公园融入城市，希望
不仅在田野上，也在城市里。这种尝试把
大自然带到城市生活当中的理念，从古
至今都是一脉相承的。”昨日，即将告别
温江的著名词作家陈晓光（笔名：晓光）
说，“我发现温江在大公园中建起一座新
城，传承了历史，使我在近40年后仍能够
找到当年我创作时的场景。”

此次温江之行，晓光感触颇多。遥想
创作时农村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晓
光亲身感受到了农民发自心底的喜悦和
农村的巨变，一气呵成才有了这首脍炙
人口的《在希望的田野上》。“希望”是歌
词的核心，一经传唱，便感动了万千听众
的心。如今，晓光参观了温江绿道建设，
对其助推乡村振兴同样充满了希望。

温江生态旅游区管委会副主任黄小
军介绍，坚持绿道建设与沿线产业同步推
进，温江在绿道旁有机嵌入都市农业、医
养健康、文创旅游三大业态，规划布局寿
安康养、和盛农旅、万春文旅等6个百亿级
产业组团。全力做好绿道产业链，为乡村
振兴夯实产业基础。

历史名人对温江的偏爱

从古至今，历史名人对温江的偏爱
从未改变。唐代诗人杜甫在成都居住期
间曾在温江游玩。一次，他陪李七司马
在金马河（在今三渡水附近）上观看造
桥，留下了三首诗。杜甫在这三首诗里，
描写了建桥过程；抒发了诗人夜晚看到

竹桥造成时产生的良多感慨，同时也歌
颂了李司马的建桥之功。

宋代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朱熹到
四川游玩也来过温江。他为此还专门作了
一首诗，题名为《温江道中》。诗中赞颂温
江的富饶，盛产制造绸缎的原材料——洁
白如雪的麻；人们喜欢的待客佳品——润
红如美人蕉的酒。尤其是诗中描述了宋代
时期温江的景象：“处处是流水”，当时就
是水乡之地，河流众多，所以“时时当渡
桥”，温江的桥也多。既然有这么多河流，
自然就应该有桥，以便于通行。

近代的音乐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王
光祈，作为温江人，他的研究开东方民
族音乐之先河，被誉为我国第一位探索
音乐学的理论家。代表作《东方民族之
音乐》、《欧洲音乐进化论》、《论中国古
典歌剧》等。后经考证，正式确定“王光
祈旧居遗址文化地标”为温江区柳城街
道棠湖柏林小镇25栋楼。

这些只是沧海一粟，无论你对历史
有何偏好，都能在温江绿道上找到他们
的影子。

温江一直致力公园城市建设

温江是一座花园城市，温江绿道是
花园里耀眼的生态走廊，是连接温江生
态进步和城市发展的纽带，是成都绿道
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温江城市生态、
产业发展、人文价值的综合效益将逐步
显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城
市与绿色自然共生。

从改革开放至今，温江人一直在引领
乡村振兴。2016年底，温江区花木搭乘中
欧班列出口欧洲，这是全国花卉苗木通过
蓉欧快铁出口欧洲的首例，13天即可直达
荷兰蒂尔堡，比海运节约20天左右。首柜
是温江一家花木企业向荷兰某公司出口
的近2万株榕树，货值约4.3万美元。

让绿色成为城市的优质资产，这与
成都持续推进绿色发展，抓好生态文明
建设一脉相承。与晓光交流的盆景大师
胡世勋对温江未来充满“希望”，温江花
木向产业高端化、贸易国际化转型发
展，已为成都花木“一带一路”开了一个
好头。作为全国四大花卉产业基地之
一、中国西部花木“交易、信息、定价”中
心，温江花卉苗木现有种植面积20万
亩，花木已成为温江农村经济的主导产
业、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农村创业就
业的主攻方向。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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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创市委社治委、实施“五大行动”

社区发展治理 成都这样做
制度经验 /
构建“1+6+N”制度体系

4300多个社区，2.5万个小区
……作为人口规模超过2000万的
超大城市，成都在基层治理的结
构上，已经走在了全国前列。去年
8月，成都率先新设立了专门统筹
管理城乡社区发展治理的职能部
门——成都市委社治委，旨在解
决社区发展治理存在缺乏顶层设
计、统筹协调的问题。

“此前，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
治理工作由组织、民政、发改、财
政等40多个部门分工负责。”在市
委社治委常务副主任周德强看
来，成都缺乏一个统筹社区，激活
资源，高效地对社区发展进行统
筹规划、谋篇布局的机构。

成立近一年，周德强表示，
在社区党建工作上，市委社治委
在社区党委框架内建立各领域
党组织有机联系的开放联动机
制，充分调动社区自治组织、自
组织和社会组织等各类主体的
积极性、创造性。值得一提的是，
成都还成立了市县两级专司社
区发展治理的党委职能部门社
治委和市县综合协调议事机构
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领导小
组，出台了先期13个文件，初步
构建了“1+6+N”社区发展治理

制度体系，建立健全统筹推进城
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制度。

行动经验 /
助力“最差街道”变“最美社区”

如何建设高品质和谐宜居
生活社区？成都正在实施“五大
行动”——老旧城区改造行动、
背街小巷整治行动、特色街区创
建行动、社区服务提升行动、平
安社区创建行动。

通过实施城乡社区发展治
理“五大行动”，成都不少社区都
有了新面貌：武侯区“花开玉
林”，推进背街小巷整治、院落改
造等五大行动，用花草点亮街巷
院落，用花草点燃人民参与家园
建设的热情和激情；金牛区花照
社区微绿地和党群服务中心，这
个社区以前被市城管委评选为

“最差街道”而经过城乡社区发
展治理变为“最美社区”；锦江区
水井坊小游园和特色街区，这是
从一个扰民的公共停车场变身

社区群众休闲放松的微绿地；高
新区缤纷园微绿地都已经建设
完成，充分体现了“城市有变化、
市民有变化”的目标。

这样的城乡社区发展治理
的创新点，也得到了专家的点
赞。成都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
成都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代
曦表示，通过“五大行动”的实
施，成都在城乡社区发展治理上
已经为多元主体参与社区发展
治理的发展提供了良好土壤。

群众经验 /
提高“社区热心人”的比例

社区发展治理没有局外人，
为发挥群众的力量，让群众参与
到社区治理的渠道中来，成都如
何培养“群众经验”？

周德强表示，首先要提高群
众参与率。社区服务最终要实现
让老人在社区老有所乐、让儿童
在社区幼有所教、让年轻人在社
区热心公益，共同“家”的感觉，提

高“社区热心人”的比例。为实现
上述目标，成都正在根据人口、地
域、城镇化水平等因素调整社区
专项资金保障标准，鼓励区（市）
县设立社区发展治理基金，充分
发挥财政资金撬动作用，让社区

“有钱办事、民主议事、民事民定、
民事民管”。全方位推行自下而上
报项目、公开透明办实事机制，鼓
励群众关心参与社区建设，共促
社区更加舒心满意。

让群众知道“惠从何来”，也
是社区面临的重要工作。为此，
成都已经通过开展面向市民群
众征集“五大社区”摄影展、评选

“最美阳台”等多种形式，调动市
民群众参与城乡社区发展治理
的积极性。同时，还要加强对社
区人才的培训，扎实打下社区发
展的基石。周德强称，“社区美不
美，关键看支部；支部给不给力，
关键看社区书记。”目前，成都正
在注重对社区两委人员的素质
提升，牵头对全市镇街和社区党
组织书记进行了培训，截至目前
已累计培训836人。

未来，成都社区将形成怎样
的新貌？周德强表示，“我们希望
用3到5年时间，建成舒心美好、
安居乐业、绿色生态、蜀风雅韵、
良序善治的高品质和谐宜居生
活社区。” 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被誉为“生活城市”，成都
在社区发展治理上成绩如何？未来将如何治理好社区，培
植睦邻守望、友好相助的社区关系，彰显“休闲之都”鲜明
特质？市委社治委常务副主任周德强，成都信息工程大学
副教授、成都社会组织联合会副会长代曦给出了答案。

落地成都
将进一步推进成都能源绿色发展

昨日，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名誉教授
Farhad Rachidi、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
院副院长汤广福、美国电力研究院供用
电部技术执行官Ram Adapa等8位来自
国内外的行业专家及大咖，针对中国及
国外交流直流电输配电现状及发展、直
流电网技术在多领域的应用及前景等
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为何会落地成都呢？本次大会主
席、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曾
嵘说：“成都是一座内陆城市但是很开
放，同时，四川的水电资源特别丰富，在
交直流电、新能源汽车等行业也有很大
的潜力。”与此同时，电力能源的“绿色
化”发展、“智能电网”技术等前沿技术，
也将进一步推进成都能源绿色发展和
建设公园城市。

前沿技术
打造区域性的“能源互联网”

什么是区域性的“能源互联网”？曾
嵘表示，简单来说，就是将各种能源整
合成一个网络，并合理分配利用。“能源
互联网”有何技术优势呢？曾嵘表示：

“能源发电在转化成电能后，电能在运
输、配电等过程中会以热能的形式损耗

很多；而通过打造区域性的‘能源互联
网’，这种能源的利用效率能从百分之
四十几提升到百分之七十几。”

美国电力科学研究院供用电部技术执
行官Ram Adapa表示：“我们现在是整合
电网，而且是联网的，它是来自多个发电源
的，比如PV、光伏、风电等，所以我们提出了
融合电网的概念。”此外，Ram Adapa提
到，在美国，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交直流

“微电网”越来越多，整合可再生能源到电
网当中，实现电力能源的“绿色化”发展。

行业发展
电动车推广仍需探索

Ram Adapa表示，电动车现在的问
题主要是价格偏高、里程问题。“目前我
们也在做一些新的研究，比如快速充电，
5分钟甚至更少的时间就可以再次行驶；
或者通过电池交换站点，把用完的电池
换上新的电池，可以节约充电时间。”

对于交直流输电，曾嵘表示：“区域
性电网肯定是交流连接可靠、稳定，远
距离的输电还是在经济性、运输效率更
有优势。”随着交流直流电项目在中国
最近几年的高速增长，中国将会成为世
界领先的长途配电的大国，而且将会出
口，“目前在巴西有2000公里长的800KV
的电力高速公路，现在正在由中国工程
师建造。”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郑鑫

电力能源迎来“绿色化”发展“能源互联网”引领新潮流

专家、学者昨日齐聚蓉城，纵论能源未来

6月28日，第十四届IET交流直流输电国际会议在成都西博城
开幕，来自世界各地的电力系统领域著名专家、学者齐聚蓉城。作为
交直流输电领域规模最大、水平最高的国际学术盛会，IET交流直流
输电国际会议（ACDC）已成功举办了十三届。这次落地成都，是该
国际学术盛会第二次来到中国，也是首次在中国西南地区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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