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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江绘制绿道经济美丽蓝图
打造“健康中国”的四川样本

四川省商务厅近日发布
关于《中国（四川）自由贸易
试验区德阳协同改革先行区
<总体方案>(征求意见稿)》
等7个《总体方案（征求意见
稿）》征求意见的通知，2019
年3月14日是意见反馈截
止日期。温江区是成都市唯
一入选的拟建协同改革先行
区，其战略定位：着力打造四
川引领、西部领先、国际一流
的“三医两养一高地”健康产
业核心功能区，努力在“三医
融合”健康产业链改革以及
花木全球供应链改革等方面
走在前列，加快建设国际健
康产业高地、西部创新公园
城市，打造“健康中国”的四
川样本。

3月6日上午10点，温
江鱼凫遗址旁，滨江河畔、绿
树深处。烟雨朦胧，远处两三
个人在田间，用扫帚清洁青
石上的尘与土……

背靠老宅，面朝稻田，坐
在藤椅上的贺信侃侃而谈
……眼前这一幕就是他梦里
乡村的雏形。在他眼里，乡
村，本应是吾国吾民最纯粹
的乐土、是心之所向，最具归
属感的地方。梦里乡村，应该
有陶渊明《桃花源记》的韵
味，也应该有“独乐乐不若众
乐乐”的温情生活。于是，取
名“桃源”也是顺理成章。而
美食，是四川人文、成都气质
最重要的生活表达之一。由
此，贺信经常把“eating”挂
在嘴边，思考如何以美食引
领产业、以产业振兴乡村。
“eating”念多了，自然就有
了音译“依田”这个名字。

温江绿道经济的美丽蓝
图，就由贺信从依田桃源说
起……

绿道绿道““串珠成链串珠成链””乡村精华乡村精华 依田桃源今年依田桃源今年66月开门迎客月开门迎客

在贺信看来，乡村依旧是许多人精神
故里，但如今不少乡村日渐凋零却也是不
争的事实。如何能让乡村再现勃勃生机，这
是一个社会课题。绿道的兴起改变了城市
人对乡村的认识，他们对乡村有了更多的
想象和需求。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作为明
信集团董事长，贺信携明信集团在温江投
资50亿元打造“依田村”乡村振兴项目。凭
借多年对乡村文旅产业的研究和探索，他
希望该项目以农商文旅体养融合的产业发
展方式，创造未来乡村的最美形态。

贺信身后的老宅院，其实是明信集团
“依田村”项目的先期展示体验区，名曰
“依田桃源”，是创新型乡村产业的起点。
整体项目规划面积 2850 亩，是按照国家
5A级景区标准打造的成都田园国际休养
旅游目的地，也是温江北林环线上的乡村
振兴重点项目之一。

今年6月，作为“串珠成链”的温江绿道经
济的首批闪亮的“珍珠”，依田桃源将开门迎客，
走出“依田村”乡村振兴项目的第一步……

打造“依田”标杆，
找到乡村最美的表达

早在2017年7月7日，贺信
代表明信集团与温江区人民政
府签订了项目合作协议。与此同
时，23岁的张岩英从北京联合大
学旅游学院毕业，月薪8000元进
入北京一家公司做文案，并将行
李搬进了月租3000元的出租房。
她还接到了老家温江区寿安镇
岷江村总支部书记陶勋花的电
话，大致意思：“现在老家机会多
了，北京干得不如意就回来吧！”
同年5月16日，岷江村承接的第
一个“资本下乡”项目淼兮帐篷
度假酒店开门迎客，“景区+帐篷
露营”全新度假模式，一跃成为
温江、乃至成都的民宿标杆。

3月后，张岩英辞去了北京
的工作返回温江区。最近几年，
张岩英对老家的感觉是路宽了、
环境好了、来投资的人多了。一
己之力，让家乡离梦想更近一

些，油然而生的“使命感”也让张
岩英对即将面临的工作充满期
待。一年后，2018年7月18日，温
江区寿安镇岷江村九坊宿墅项
目一期举行开业庆典，张岩英以

“管家”身份亮相。
把绿道建设作为促进农村

生产方式转变，带动农民增收致
富的牵引性工程，让农民充分共
享绿道增值效益，成为不断推动
温江绿道经济发展的原动力。这
也是温江区打造文创旅游消费
场景之一。引导创新创业团队和
社会资本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合作，整理农民生产生活用房，
植入小体量、创意化的精品民宿
酒店项目，联动发展文博、设计
等现代文创产业。塑造具有影响
力的绿道活动品牌，激活绿道经
济，吸引更多的健康品质生活的
消费者、创业者。

梦里乡村：
绿道改变了大学生创业的轨迹

绿道生活：改变成都人的休闲方式

九坊宿墅并非个案，类似项目沿温
江绿道遍地开花。

2018年8月，占地约450亩、投资1.8
亿元的临江花海现代农业产业区；占地40
亩、投资0.9亿元的半亩方塘民宿酒店开
建。活化乡土资源，注入现代要素，以村民
兼业就业创业兴业旅游化“生活原生态”，
从而复兴传统文化的精神家园。这就是温
江花式绿道生活。类似张岩英这种返乡创
业者还很多。多元化的游走体验，使温江
绿道成为成都人首选周末休闲方式之一，
正在改变成都人的休闲方式。

47分钟，7元钱，从成都远洋太古里、
IFS坐地铁到温江南熏大道站。出站后，再
向北走100米，可见掩映丛林中的南城绿
道入口。徒步前行，花开两旁，沿途景观小
品错落有致，健身、拍照皆可。一路上，青
砖绿瓦，白墙彩绘，融入了川西民居风格
及温江本土历史文化记忆。古代江安河
景、音乐家王光祈、温江诗词歌赋，都一一

在特色文化主题墙次第展现。老物件、老
照片，能够瞬间唤起温江人乡愁记忆。特
别是“旧时光”蒜市街复古景观牌坊，朴
素、直白、生动地再现了温江的发展和故
事。沿途还有数不尽吃不完的温江美食，
鸡毛店、牟抄手、屋头串串香、渣渣面、川
东碎花面、苏梅泰式火锅……

与南城绿道一脉相承的是北林绿
道，温江将北林绿道打造都市农业展示
带。温江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温江区鼓励绿道沿线花木企业改造提升
园林景区，以绿道为轴线调整种植区域，
集中展示精品花木资源和特色花木产
品。同时依托四川农业大学、成都市农林
科学院等科研资源，引导沿线企业、农户
开发面向家庭市场的玫瑰盆景、特色花
卉、迷你植物编艺等产品，刺激游客消费
新需求。引导“园子变景点、园林变景
区”，构建产品销售、旅游消费、文化创意
等叠加的多元业态。

绿道经济：“健康中国”四川样本的“血液”

“立足‘南城北林’空间格局，依托现
有160公里绿道基础，打造绿道经济，其
实质就是发展新经济。将绿道建设成为
助推城乡融合发展的绿色经济带，为温
江打造‘健康中国’四川样本‘输血’，增
添新动能、注入新活力……”四川农业大
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周伦理
说。今年8月，半亩方塘民宿酒店将竣工；
明年8月，临江花海现代农业产业区也将
完成建设。

对此，成都都市现代农业高新技术
产业园（以下简称农高园）有关负责人表
示，农高园依托北林生态环线，打造生态
场景，推动生态产业化。充分利用环线周
边有条件建设空间，植入农商文旅体养
融合产业，串珠成链，打造一条北林绿道
环线特色精品产业环。综合利用成熟集
体建设用地（林盘）、工矿（河滩）用地，将
生态与乡村结合、田园与艺术结合、农事
体验与农作生产结合，规划布局特色疗
养民宿、中医养生会馆、生态湿地农庄等

产业化项目。2019年，温江计划打造生态
绿道健身场景3个，启动建设绿道驿站8
个，植入产业化项目12个。

“温江以‘公园城市’建设为统揽，紧
扣‘景区化、景观化、可进入、可参与’总
要求和‘构建消费新场景、塑造城市新形
态’总目标，立足‘南城北林’空间格局，
按照‘以道为导、串珠成链’思路，着力把
绿道建设成为充分体现经济价值、生态
价值、富民价值的绿色经济带。温江发展
绿道经济，实际上也是成都市发展新经
济具体量化。”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
规划师唐鹏介绍，比如依田桃源，实际上
就是绿色经济+创意经济结合体，涵盖了
七大应用场景构建服务实体经济、消费
提档升级、绿色低碳发展。还有利用绿道
串联淼兮帐篷酒店度假酒店、陈家桅杆
等川西文化资源及国色天乡等时尚文旅
项目，已初步构建独具温江味的绿道消
费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袁勇
摄影记者 陶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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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2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发布了5条汽车召回信息，梅赛德
斯-奔驰、丰田、大众、北京奔驰和保时
捷等5家车企，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
回管理条例》和《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
理条例实施办法》的要求，向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备案了召回计划，合计
共召回151921辆，涉及14款汽车。

一、梅赛德斯-奔驰
（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自即日起，召回 2018 年 5 月 14
日至2018年5月18日生产的部分进
口C级、E级汽车，共计7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转向
联轴节的锁止状态在生产工厂装配
期间未被正确记录。如果转向联轴节
锁止不正确，方向盘和转向齿条间的
机械连接会在车辆驾驶期间松动，造
成车辆失去转向能力，增加车辆发生
碰撞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梅赛德
斯-奔驰（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检查转向联
轴节锁止状态，如果未锁止则将转向
联轴节锁止。

二、丰田汽车（中国）投资有
限公司：

自 2019 年 4 月 10 日起，召回部
分进口雷克萨斯LS500h及LS350汽
车，共计3643辆。具体如下：

（一）2017年6月14日至2018年
7月18日生产的部分进口雷克萨斯
LS500h汽车，共计2396辆。

（二）2017 年 11 月 23 日至 2018

年7月18日生产的部分进口雷克萨
斯LS350汽车，共计1247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装备了
亏气保用轮胎，由于亏气保用轮胎与
轮毂的组装工序不完善，造成胎边部
位内侧的补强胶层可能发生龟裂，如
果在此状态下继续使用，车辆可能产
生异响及振动，极端情况下部分胎面
会发生剥离，影响车辆的行驶稳定
性，存在安全隐患。丰田汽车（中国）
投资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
辆免费更换新的亏气保用轮胎，以消
除安全隐患。

三、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
限公司：

（一）2018年8月23日至2018年
10 月 28 日生产的部分 2019 年款进
口甲壳虫汽车，共计641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软
件设码问题，仪表盘中制动力分配系
统（EBV）及胎压监测系统（TPMS）
的部分报警提示功能失效，用户无法
得知车辆的相关系统是否存在异常，
增加车辆事故风险，存在安全隐患。
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将通
过授权经销商免费为召回范围内车
辆仪表盘重新进行软件设码，以消除
安全隐患。

（二）2012年3月12日至2018年
6月9日期间生产的2012-2018年款
进口宾利五座版慕尚系列汽车，共计
1080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供
应商使用了错误等级的材料，导致后
排座椅安全带固定锚负载能力不足。

当发生碰撞事故时，后座安全带的锚
定可能与车身结构脱离，增加后排乘
客受伤风险，存在安全隐患。大众汽
车（中国）销售有限公司宾利品牌将
通过授权经销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
辆免费在车身底部加装辅助加强板，
以消除安全隐患。

（三）2010年6月24日至2013年
6 月 10 日 期 间 生 产 的 部 分 进 口
2011-2014 年 款 兰 博 基 尼 盖 拉 多
（Gallardo）系列汽车，共计624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发动机
控制单元可能在售后活动中执行了不
当的软件升级操作，导致相关系统的
故障警告灯提示功能失效，用户无法
确认车辆当前是否出现故障，存在安
全隐患。大众汽车（中国）销售有限公
司兰博基尼品牌将通过授权经销商，
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重新升级发
动机控制单元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

四、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

自即日起，召回2016年10月18
日至2018年4月13日生产的部分国
产C级、E级、GLC SUV 汽车，共计
95694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部分车辆由于
供应商生产过程偏差，转向机的转向
齿条止推件边缘区域的胶层过薄，可
能造成止推件不满足耐久性要求。转
向齿条左侧和右侧止推件的外部金属
环可能变得松动，并最终被卡在齿条
与齿条壳体之间，造成受影响侧方向
盘的转向角度低于180度，存在安全
隐患。北京奔驰汽车有限公司将为召
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更换合格的转向

齿条止推件，以消除安全隐患。

五、保时捷（中国）汽车销售
有限公司：

召回部分进口 718Cayman（凯
曼）、718 Boxster（博斯特）、Panamera
（帕那美拉）和Cayenne（凯宴）汽车。
具体如下：

（一）自 2019 年 3 月 25 日起，召
回 2016 年 3 月 2 日至 2019 年 2 月 14
日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 2017-2019
款 718Cayman（凯曼）、718 Boxster
（博斯特）系列汽车，共计15942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当车辆
前部发生严重的事故碰撞时，车辆前
部左右两侧的下部纵梁可能穿透前
部挡板，造成燃油箱破损，极端情况
下导致燃油泄漏，增加车辆起火风
险，存在安全隐患。保时捷（中国）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
车辆免费加固车辆前部左右两侧的
下部纵梁，以消除安全隐患。

（二）自 2019 年 3 月 12 日起，召
回 2016 年 9 月 8 日至 2018 年 6 月 27
日期间生产的部分进口 2017-2018
款 Panamera（帕那美拉）和 2019 款
Cayenne（凯宴）汽车，共计34290辆。

本次召回范围内的车辆，由于组
合仪表软件的错误，当制动衬片磨损
至极限时，组合仪表无法正确地持续
显示黄色的制动警示信息，增加车辆
发生碰撞的风险，存在安全隐患。保
时捷（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为
召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升级组合仪
表软件，以消除安全隐患。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刘爱妮

2017 年 7 月起，成都女子丁某
多次对外销售假冒的飞天茅台酒，
每瓶700元。陆续卖出20件（240瓶）
后，被民警挡获。近日，经成都市郫
都区法院开庭审理，被告人丁某犯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被判
处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10万元。

据调查，丁某手中的这批假茅
台酒是她从龙泉驿区洪河的二手市
场购进的，售出之前，她也知道这是
假酒。自 2017 年 7 月起，她以每瓶
700元的价格多次向郫都区一家烟
酒店进行销售。最终，一共售出假冒
的飞天茅台酒20件（每件12瓶），总
售价168000元。

2017年12月4日，公安机关从
这家烟酒店内查获了 58 瓶假冒飞
天茅台酒，还从其存货库房里，又查
获了另外的 144 瓶假冒飞天茅台
酒。据该店老板供述，上述假茅台酒
全部都是从丁某手里购进的。随后，
丁某被民警挡货。

日前，郫都区法院对该案开庭
审理，丁某当庭自愿认罪。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丁某犯
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的商品罪，判处
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10万元，且
对扣押在案的假冒飞天茅台酒予以
没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赵瑜

“巴宝莉”、“香奈儿”的包，“劳
力士”、“江诗丹顿”、“百达翡丽”、

“欧米茄”的表，这些平时出现在“高
大上”场合的物品，在 13 日上午现
身龙泉驿区洛带的垃圾处理场。同
时出现的还有“红双喜”羽毛球拍、
乒乓球拍，“江小白”高粱酒，以及

“中华”、“黄鹤楼”等品牌的烟和“安
吉尔”净水器……这是成都市公安
局联合成都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
2018 年已判决案件涉及的侵权产
品——包括假冒注册商标的白酒、

硒鼓、净水机、手表等两万余件——
统一销毁现场。

在市公安局纪检部门的监督
下，工作人员对假的球拍、硒鼓、饮
水机等通过垃圾运输车碾压，至于
假冒手表，则用榔头锤碎，假冒的名
包用美工刀划破。“最后会统一填
埋。”工作人员介绍。

“这个假冒的产品可以说做到极
致了。”到场的安吉尔净水机厂家的
一位工作人员感叹道。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 彭亮 摄影 陶轲

存在安全隐患 五大车企召回超15万辆车

14款汽车中
是否有你的“座驾”？

垃圾运输车、榔头、美工刀齐上阵

两万余件假货集中销毁

一瓶700元！
卖出“假茅台”240瓶
被判有期徒刑1年、处罚金10万

13日上午，成都市公安局联合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一批假冒产品进行了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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