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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条例》，成都市将依
托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生态廊道、天府绿
道、天府蓝网以及全域公园体
系等构建山水林田湖城为一体
的生态基础。至2035年，成都市
森林覆盖率不低于43%，城市建
成区绿地率不低于40%，绿化覆
盖率不低于45%，人均公园绿地
面积不低于15平方米，公园绿
地服务半径覆盖率不低于90%，
林荫路推广率不低于85%。

在空间格局方面，《条例》
提出，成都市和区（市）县应当
遵循山水林田湖城是生命共
同体的理念，以资源环境承载
能力为硬约束，严格遵守生态

保护红线、耕地红线、永久基
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
管控边界，统筹布局生态、农
业、城镇等功能空间，推动跨
越龙泉山发展，形成一山连两
翼的空间格局和一心两翼三
轴多中心的网络化市域空间
结构。

《条例》提出，成都将统筹
布局多种类型的公园形态，营
造6类公园场景：以山体、峡
谷、森林、雪地和溪流等特色
资源为载体，建设山水生态公
园场景；串联城乡公共开敞空
间，建设天府绿道、天府蓝网
公园场景；以特色镇（村）为中
心，以林盘聚落为节点，建设

乡村郊野公园场景；面向街区
内不同人群需求，营造多种生
活化城市街区公园场景；结合
文化建设，打造人文成都公园
场景；将公园形态建设融入产
业功能区建设，打造产业社区
公园场景。

《条例》还对天府绿道的建
设做了明确规定。天府绿道建
设应当有效利用沿途植被，完
善公共服务设施，注重自然生
态、人文景观、便民利民的有机
结合。天府绿道将逐步建设成
网，形成覆盖全域的区域级、城
区级、社区级三级绿道系统，各
类公园场景接入绿道的连通率
应当达到百分之百。

美丽宜居公园城市怎么建？成都发布建设条例

营造6类公园场景
鼓励市场主体参与绿色开放空间运营

8月6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从四川省全面推行林长制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四川正式印发的

《关于全面推行林长制的实施意
见》明确，到2021年底，四川将全面
设立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建
立以党政领导负责制为核心的保
护发展森林草原资源责任体系。

明确五级林长职责
提出七大任务

四川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是
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和
水源涵养地，属于全国第二大林
区、第五大牧区，林草资源面积占
全省面积的70%以上。记者从发布
会上了解到，经过多年努力，四川
省生态状况持续改善，林地面积
3.7亿亩、居全国第3位，森林面积
2.9亿亩、居全国第4位，森林蓄积
19亿立方米、居全国第3位，森林覆
盖率40%，草原综合植被盖度
85.8%。但同时，一些地方不同程度
存在保护措施不严、生态质量不
高、灾害防控不力、保障能力不足
等问题，迫切需要创新体制机制，
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

为此，《实施意见》提出，分级
设立林长，省设总林长、副总林长、
省级林长，省委书记、省长任总林
长，省委专职副书记任副总林长，
21个市（州）按行政区划设省级林
长；市、县、乡三级设林长、副林长，
同级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任林长，
相关负责同志任副林长；村级设林
长，由党组织书记担任。将自然保
护地、国有林场、国有林区等纳入
林长制范畴，实现全域覆盖。同时

《实施意见》分级明确了五级林长
职责，明确了林长制工作机构。到
2025年，责任体系更加健全，构建
起权责明确、监管严格、运行高
效、保障有力的森林草原资源保
护发展机制；到2035年，责任体系
更加完备，基本实现森林草原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此外，《实施意见》还提出了
加强森林草原资源生态保护、实
施森林草原资源生态修复、维护森
林草原资源安全、强化森林草原保
护支撑保障、合理确定目标责任、
完善保护发展支持政策、建立市场
化多元化投入机制七大任务。

将实施“大熊猫+”行动
加快数字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注
意到，发布会上回记者问环节，不
少方面都与大熊猫有关。

在森林草原资源严格保护方
面，四川将高标准推进大熊猫国家
公园建设，构建大熊猫国家重点实
验室、长期科研基地和野化放归基
地等科研平台，加强以大熊猫为核
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

在森林草原资源可持续发展
经营方面，四川将做大做强“1+10”
的特色生态林草业，实施“大熊
猫+”行动，打造大熊猫生态旅游服
务业；加快发展竹子、木本油料、森
林药材、花卉苗木、森林康养、现代
草业、自然教育等特色林草产业。

在森林草原支撑保障方面，
四川将加快数字大熊猫国家公园
建设，构建科研、监测、保护、巡
护、管理、决策支撑等应用系统；
推进“互联网+”应用，探索远程
熊猫互动、网上古树名木认养、线
上浸入式旅游、林草特色产品直
购等业态。

在森林草原资源的安全维护
方面，四川将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
警监测、隐患排查整治，严控野外
火源，有序实施计划烧除，科学组
织火情火灾扑救；实施松材线虫病
防控五年攻坚行动计划；高质量完
成全省草原有害生物普查，建立健
全草原鼠害虫害监测预警体系，启
动草原鼠害虫害综合防治试点，坚
决遏制高原鼠兔、高原鼢鼠、西藏
飞蝗等有害生物的蔓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四川将在年底前全面设立
省市县乡村五级林长

《2021年中国天文年历》显
示，北京时间8月7日14时54分将
迎来“立秋”节气，意味着夏尽秋
来，金风渐至。

历史学者、天津社科院研究
员罗澍伟介绍，“立秋”是二十四
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也是秋
季的第一个节气，通常在每年公
历的8月8日前后。

罗澍伟说，今年“三伏天”长
达40天，“立秋”恰在“中伏”末尾，
秋后尚有一伏，再加上我国地域
辽阔，“立秋”后一段时间大部分
地区仍可能处在炎炎夏日当中，
人们还要当心“秋老虎”发威。

“立秋”不仅是重要的节气，

还是我国重要的岁时节日。民间
有“立秋”这天“贴秋膘”“咬秋”

“啃秋”等习俗。“立秋”时节如何
养生保健？罗澍伟结合民间传统
和养生专家的建议说，“立秋”后
余暑未消，空气湿度仍大，直至

“秋分”，这段时间身体易现“温
燥”。根据“燥则润之”的理念，
宜食清热健脾、利湿润燥、滋阴
润肺的食物，如银耳、百合、香
蕉、梨等。

“立秋”后气温逐渐下降，人
们食欲增加，建议根据秋季特点，
科学摄取营养和调整饮食，“贴秋
膘”也要恰到好处，不宜过分进
补。 据新华社

今日“立秋”当心“秋老虎”

8月6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从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获
悉，《成都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建设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正式发布。

《条例》自2021年10月1日起施
行，《条例》从生态本底、空间格局、绿
色发展、低碳生活、价值转化等方面详
细阐释了成都将如何建设美丽宜居公
园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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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价值转化也是《条例》
的重点之一。《条例》提出，成
都应当构建生态资源市场化
运营机制，创新生态系统价值
核算体系，建立城市生态资产
统计评估交易系统，发展绿色
金融，运用绿色信贷、绿色债
券等金融手段激活生态资源的
经济价值，形成完整的生态经
济价值链。

同时，实施生态建设资金
平衡计划，创新投入产出平衡
机制，构建以城市品质提升平
衡建设投入的建设模式，以消
费场景营造平衡管护费用的发
展模式。《条例》要求，成都应当

统筹城市经营性生态资源运
营，推进公益性生态项目市场
化运作，促进生态空间与生产
场景、生活场景有机融合。

《条例》鼓励市场主体参与
绿色开放空间多元营运，依法以
商业收益反哺运营维护。成都应
当按照政府主导、市场主体、商
业化逻辑的原则，通过营造生态
景观、构建生态场景、实施生态
项目，顺应个性化、体验化、品质
化消费趋势，打造新业态、培育
新场景、创造新消费，推动公园
城市生态、经济、美学、人文、生
活、社会等多元价值持续增值。

同时，鼓励以生态建设营

造景观，以招引企业集聚资源，
以产业融合实现增值，在乡村
形成特色镇（村）、川西林盘、新
型社区、精品民宿互为支撑的
旅游目的地和消费场景、生活
空间、商业形态。

在乡村振兴方面，《条例》提
出，成都应当按照规划，因地制
宜建设乡村振兴示范走廊，发展
都市型景观农业，植入文创、康
养、休闲等功能，促进乡村形态
提升与产业发展，构建乡村价值
新格局。同时，鼓励社会资本与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深度合作开
发乡村资源，推进人才、资本等
要素下乡，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绿色和低碳，是《条例》的
关键词。

《条例》提出，成都要建立以
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
体的生态经济体系，制定绿色产
业扶持政策，严格落实产业准入
制度，引导资源向绿色高效集约
方向聚集，构建资源节约、环境
友好、循环高效的生产方式。

成都还将推动能源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和能源消费革命，
实施资源循环利用、清洁能源
替代、能源梯级利用和智慧能
源发展等工程，提高资源利用
效率，构建绿色循环体系。

《条例》提出，成都应建立
低碳制度体系，完善碳排放考

核机制，引导构建自然、环保、
节俭、健康的低碳生产生活方
式，推进城市碳达峰和碳中和。

《条例》还要求高等院校、中小
学校、幼儿园应当将低碳知识
融入到相关课程中，培育儿童
及青少年的低碳生态理念和环
境保护观念。

此外，《条例》提出，成都应
建立健全碳普惠机制，拓展公
众低碳场景、构建碳减排量消
纳机制等，推动形成碳普惠生
态圈。并组织开展节能减排全
民行动，实施绿色建材生产和
应用行动计划，推广高效节能
技术、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
和低碳认证产品。

同时，成都应当依托天府
绿道、城市公园、川西林盘等开
敞空间，创新低碳消费模式；组
织开展绿色商场、绿色餐厅、节
能超市等创建活动，培育低碳
消费场景。根据《条例》，成都将
完善城市轨道、公共汽车、慢行
三网融合的城市低碳公共交通
体系，以绿道、城市道路为骨架
构建串联成网的全域慢行系
统。完善激励措施，鼓励和引导
低碳出行，建设智能网联场景，
发展定制、共享交通，提高公共
交通机动化出行分担率。到
2035年，公共交通占机动车出
行比例不低于70%，低碳交通出
行比例不低于85%。

营造6类公园场景
接入绿道连通率应达百分之百

建立低碳制度体系
完善城市低碳公共交通体系

形成生态经济价值链
构建生态资源市场化运营机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据新华社电 2021年主
题出版重点出版物《百年大
党：走向最强大政党》日前已
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
版。该书依照历史逻辑再现
百年大党的光辉历程，生动
讲述党锤炼自身、自我革命
的故事。

全 书 共 43 万 字 ，分 为

“ 如 何 应 对 千 古 未 有 之 变
局”“1921年：开天辟地的大
事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
辉煌成功”“中国共产党自
身建设取得重大发展”“从
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

“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
和改革中浴火重生”“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
界”“全面从严治党炼就金刚
不坏之身”9个章节，突出了
各个历史阶段党的自身建
设，系统总结了党和国家事
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
宝贵经验，集中彰显了党在
各个历史时期淬炼锻造、自
我革命的伟大精神。

《百年大党：走向最强大政党》出版发行

中国男乒在男团决赛中3:0击败老对手德国队，连续第四次
问鼎奥运会乒乓球男团冠军。至此，中国乒乓球队在东京收获了
全部5枚奥运乒球金牌中除混双外的4枚。

惊喜 刘诗颖一掷定乾坤
创中国田径历史

在东京奥运会田径女子标枪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诗颖在第一
掷就掷出66.34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一掷定乾坤”，拿到中
国奥运代表团历史上首枚标枪金牌。

稳赢 国乒男团零封德国
实现奥运四连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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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塔子山公园南门的绣球花公园里，
一个小女孩正在玩秋千 摄影记者 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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