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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历史/
始建于明代，供奉李冰而得名

车行安出路，两岸油菜花正盛，公
路沿着河水，一头扎入深山，等到河水
碧绿，川王村就不远了。继续向前，山路
拐弯处，川王宫就在一个三角地带上，
一旁就是虎跳崖，耸立河面。

庙宇上楷书“川王宫”，这很容易让
人联想起“川主”，在巴蜀地区，川王和川
主都是一种民间信仰，核心内容就是巴
蜀治水文化，明清以来，川主成为了四川
本土乡神。川王宫也因为供奉秦蜀郡太
守李冰而得名。这座古建筑，无论是名字
还是建筑风格，都极具川西特色。

山门居于整个建筑群中轴线之首，
为重檐歇山顶建筑，穿斗式梁架结构，
进门处，照壁挡住后面景观，千万不要
以为这座建筑到这里就结束了。

绕道照壁后，就是灵官殿。根据门
口资料显示，川王宫始建于明万历四十
八年（1620年），经过不断演变，现在已
经成为了一座融儒、释、道为一体的庙宇，
不过，在清末时曾遭受火灾，匾额上记载

“民国十五年孟秋谷旦重建”。在2007年，
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川王宫为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2013年，国务院公布新场川王
宫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它的形态/
依势而建，层层增高富于变化

沿着长廊继续往里走，可以看到川
王殿，刘关张结义殿紧随其后，殿堂的
前半部分也极具巴蜀特色，算是巴蜀文
化的特有部分。两边长廊低矮，曲径烘
托出一种幽静氛围，不过，中间天井独
自成趣，将天空截取一块，云霞明灭、飞
鸟徘徊，“画框”中的景色，随着自然变
化而变，中庭古树，向阳而生，光照之
下，和室内暗灰色的风格，反差明显。

往后依次是观音殿、八角亭、三清
殿，越往后，空间越开阔，整个建筑就像
一个T字，随着地势层层增高，整个布局
紧密，却又富于变化。

“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
天下谓之天府也”，蜀守李冰治水，解决
了川西平原的水患，在成都，除了都江
堰可以一睹巴蜀先民的智慧，这些散落
山间的庙宇古建，何尝没有记录下这些
先民的功绩？

一座川王宫，承载着蜀地历史，回
到建筑本身，也是一本古建教科书，建
筑本体用材讲究，工艺细腻，结构与装
饰手法都极具四川传统建筑的神韵，整
个建筑打破了一般庙堂建筑的对称结
构，在成都地区的寺庙建筑也别具一
格。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古建规划部
赵芸也认为，这座建筑屋面变化丰富，
建筑类型多，是川西很有特点的建筑，
而且建造在河边上，位置也非常独特。

它的寂寞/
当地村委会：游人不多

根据资料显示，川王宫也是研究四
川古代宗教、传统建筑工艺手法、民俗、
民风的重要史实资料，特别是整体建筑
布局，紧凑又富有变化，对研究大邑地
区古建筑群规划的思想及方法有较高
的参考价值。

不过，对于这样一座“国保级”的古建
筑，知道的人却并不多，当地村委会一位
工作人员表示，来川王宫游览的人不多，
了解它的历史的人更少，零星有人来访，
通常都是从平乐古镇一路游玩过来的。
对于这样一座深山古建，我们也希望能
够有更多的保护措施用在刀刃上，让这
些山中瑰宝能够立于河畔，被更多人解
读，成为认识这座城市的窗口。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宦小淮
实习生 韩金雨 摄影记者 刘海韵

山水勾连、沃野平川，春游成都，徜徉在柔光之下，行走于和
风之中，对于多数游人来说，成都的春天，遍野春风醉人，满城秀
色可餐。武侯祠不可不打卡，草堂春色必然要留影，青城春色正
好，熊猫姿态正酣，古蜀迷踪、三国风流，总给人们不少期许。

其实，这些远不是成都的全部，如果将车开到五环之外，茂林
修竹、密林山涧，还藏着无尽的惊喜，绝壁之上，石窟纵贯千年；水
榭亭台，斗檐洞见古今，随手拿出一个，都是一处景致。

也是一次偶然机会，记者郊游中，偶遇了这些山中遗珍，在后
来的寻访过程中，穿林涉水、登山划船，发现成都平原的国家级保
护单位还真不少，从摩崖石刻，到古建壁画，蜿蜒群山水岸，星星
点点，串联起一幅文化图谱。唐风宋韵，明清遗存，寻常行处，佳兴
自在。

这是古代成都往来的山路，是贩夫走卒的坦途，隐士文人在此
流连，能工巧匠雕刻群山。直到蜀道变通途，这些景致方才避开红尘
俗世，晨钟暮鼓，倒也落得清闲。如果说，那些鳞次栉比的名胜古迹，
撑起一座世界旅游名城，那么，这些山间野趣、深山殿堂，则连成这
座文化名城的血脉。

散落在成都周边，两个小时内的车程，记者也将逐一探访这
些古刹石刻，用旅游攻略的方式，带大家领略那些藏在青山绿水
之中，最原生态的巴蜀山水与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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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成都市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获悉，2019年3月11日至3月15日，
市住建局组织各区（市）县住建行政
主管部门开展了为期一周的房地产
市场秩序专项检查工作。昨日，市住
建局发布了《关于近期房地产市场
秩序专项检查情况的通报》（以下简
称《通报》）。

根据《通报》，此次专项检查共
出动人员100余人次，出动车辆50余
台次，检查预售商品房项目122个。
包括鲁能、朗诗、玛雅房产等32家房
产企业、中介机构被检查发现问题
并通报处理。

据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这场为期一周的房地产市场秩序专
项检查，重点检查了开发企业项目
销售现场相关信息公示、商品房销
售系统开启、广告宣传等内容；还重
点检查了经纪机构门店房源发布、
广告宣传等内容。

从此次检查情况来看，预售
商品房项目未开启商品房销售公
示系统、未公示投诉举报电话、未
公示成品住宅装修工程施工许可
证、未公示代理机构销售委托书
及人员信息和发布“不限购”“不
限贷”“不摇号”等违反我市房地
产市场调控政策的广告宣传等不
规范行为较为突出。经纪机构门
店发布无核验码的房源、发布新
建商品房房源宣传无开发企业销
售委托书、发布“不限购”“不限
贷”“不摇号”等违反我市房地产
市场调控政策的广告宣传等不规
范行为较为突出。

对于这些被检查出不规范行为

的企业及机构，将如何处理？据市住
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经研究，分为
5种情况进行处理，手段包括通报批
评、信用减分、暂时关闭网上签约权
限等。

除了处理违规企业机构，记者
了解到，《通报》中还公布了对协助
买卖双方签订阴阳合同的“成都玛
雅御征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成都
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五龙山公园
物业服务中心”两家企业机构的涉
事服务人员的处理情况。

根据《通报》，注销成都玛雅御
征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涉事销售
服 务 人 员 尹 恒（ 注 册 号 ：
CD142888）、成都万科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五龙山公园物业服务中心
涉事销售服务人员刘倩（注册号：
CD108871）成都市房地产销售服
务人员证，纳入行业黑名单，各房
地产经纪机构一年内不应聘用。将
买卖双方涉嫌偷逃税费的违法线
索抄送税务部门。

市住建局提示，希望各房地产
开发企业、经纪机构引以为戒，切实
规范经营服务行为，塑造良好口碑，
珍视我市优良的营商环境，为建设
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尽到社
会责任，共同促进我市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

下一步，市住建局将继续加强
对我市房地产市场的监管力度，不
定期、不定点随机抽查我市房地产
开发企业和经纪机构经营行为，对
违法违规和不规范行为一经发现，
依法严肃处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怎样监督好政府的“钱袋子”？
如何促使公共财政使用得更合理
高效？由四川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九次会议通过
的《四川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将
于4月1日起施行。这是四川预算审
查监督领域的第一部地方性法规，
它从制度层面规范了预算审查监
督的内容、程序和方法等，将进一
步增强四川省各级预算审查监督工
作的实效。

25日，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召开
《条例》贯彻实施座谈会，12个厅局、
6市1县人大常委会负责人参加会
议，省人大预算委员会相关负责人
解读了《条例》相关情况。

相关负责人解读说，为进一步
提高财政资源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
益，把预算绩效管理作为预算审查
监督的重点，根据中央《关于全面实
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要求，

《条例》明确了预算草案及报告应当
包含预算绩效管理内容，应当对重
点支出、重大投资项目支出和政府
债券资金使用进行绩效评价，绩效
评价结果应报送人大有关专门委员
会或者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并印送
本级人大常委会审议。

根据《条例》，县级以上地方人
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向本级人民代
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
员会有关工作机构每年报告预算绩

效管理情况、每半年报告政府债务
管理情况。

“我们不仅要实现部门之间
的数据信息横向贯通，未来还要
使省市人大的数据信息纵向贯
通，在省人大我们甚至能看见四
川某个乡镇的财政数据信息。”相
关负责人介绍，根据全国人大《关
于推进地方人大预算联网监督工
作的指导意见》精神，《条例》明确
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应当建立预
算联网监督系统，推进与政府财
政、税务、审计、国资、机构编制和
社保等部门数据信息系统与本级
人大常委会联网监督系统的网络
联通，实施对政府预算全口径审
查和全过程监督。

“我厅已于去年与省人大实现
了全省社保基金预算管理联网监
督，今年将继续落实好社保基金预
算执行联网监督工作。”四川省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相关负责人介
绍，全省社保基金预算决算系统已
纳入省人大的监督范围，主要包括
已审定上报的全省各级、各险种的
社保基金年初预算报表、季度执行
情况表、预算调整报表和年终决算
报表数据，基本实现了社保基金预
算监督信息化。下一步，将强化社保
基金预算执行管理，配合提升联网
监督工作效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自然资源部副部长王广华25日
在北京表示，2020年底前，在不动产
登记质量进一步提升的同时，登记时
间力争压缩到5个工作日以内。

王广华在国新办《关于压缩
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的通知》吹
风会上说，目前全国3014个大厅、
4万多个窗口、8万多名窗口工作
人员每天在为40多万企业和群众
提供登记和查询服务，一般登记
已由法定30个工作日压缩到15个
工作日左右，抵押登记7个工作
日。各地贯彻落实中央“放管服”
改革和优化营商环境决策部署，
如浙江“最多跑一次”、江苏“一窗
受理”“集成服务”和广西南宁、福
建福州“互联网+不动产登记”等，
联合房管、税务推行“一窗受理、
并行办理”和信息互通共享，组织
开展全国不动产登记窗口作风问
题专项整治，压缩时间，便民利
企，促进营商环境优化。但一些地
区不动产登记耗时长、办证难问
题还没有根本解决，距群众期盼

还有较大差距。
王广华说，按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压缩不动产登记办理时间
的通知》要求，将优化流程，提高效
率，加强协作，采取信息共享集成、
流程集成或人员集成等进行全流
程优化，切实解决不动产登记耗时
长、办理难问题。今年底前要流程
优化到位，数据和相关信息质量要
明显提升，地市级以上城市不动产
登记需要使用有关部门信息的，要
通过共享获取。企业办理不动产登
记需要工商注册有关信息，自然资
源部门要与市场监管部门联网，共
享信息；个人办理登记需要查证身
份信息，自然资源部门直接与公安
部门联网。全国所有市县的一般登
记、抵押登记办理时间年底力争压
缩到10个工作日和5个工作日以
内。2020年底前，不动产登记数据
要进一步完善，质量要进一步提
升，登记时间力争压缩到5个工作
日以内。

据新华社

““春有花冬有春有花冬有
雪雪，，是山间好景是山间好景；；水水
可钓林可樵可钓林可樵，，增眼底增眼底
奇观奇观”，”，从成都出发从成都出发
前往西岭雪山的路前往西岭雪山的路
上上，，如果选择绕道新如果选择绕道新
场古镇场古镇，，取道安出取道安出
路路，，就不难发现这副就不难发现这副
对联对联，，以及矗立于虎以及矗立于虎
跳河畔的川王宫跳河畔的川王宫。。

从成都往西从成都往西6060
多公里多公里，，平原景色渐平原景色渐
渐退散渐退散，，山峦隆起山峦隆起，，
车窗外景观车窗外景观，，宛如泼宛如泼
墨山水墨山水，，到了川王到了川王
村村，，已是海拔一千多已是海拔一千多
米的群山合抱米的群山合抱，，四下四下
林木森森林木森森。。川王宫白川王宫白
墙灰瓦墙灰瓦、、屋檐低矮屋檐低矮，，
被游人错过被游人错过，，也不奇也不奇
怪怪。。不过不过，，始建于明始建于明
万历四十八年的这万历四十八年的这
座庙宇座庙宇，，早在早在20132013
年就被评定为全国年就被评定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只有走进这座古建只有走进这座古建，，
才会发现其中别有才会发现其中别有
洞天洞天。。长廊依势延长廊依势延
展展，，移步换景移步换景，，一门一门
一窗一窗，，皆可成景皆可成景。。

告诉我们
那些让你惊艳的
“深山瑰宝”

在成都，还有哪些不为人知，藏在
深山之中的古建和历史遗迹？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也将开通客户端报料渠
道以及热线电话86613333-1，来征集
信息，记者也将逐一探访，刷新成都的
人文景观，一起领略天府文化。

征集方式：1，拨打热线电话
86613333-1，告诉我们你所知道的
“深山瑰宝”。

2，打开红星新闻APP，点击“我
要报料”按钮，登录后发送相关信息
给我们。

征
集

发布“不限购”“不摇号”的广告
协助买卖双方签阴阳合同……

32家房企、中介被通报处理

4月1日起《四川省预算审查监督条例》施行

县级以上每半年
报告政府债务管理情况

不动产登记：
2020年底前力争做到
5个工作日内搞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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