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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成都市产业建
圈强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组织相关市级部门、区（市）
县，在新都航空产业园举办
现场观摩学习交流会。

一子落而满盘活。迎来
链主企业航空工业成飞公司，
新都航空产业园正搅动满池
春水。其创新探索的“政府+
链主企业+配套企业+科研院
所”深度融合发展模式，联合
打造产业链条，目前已聚拢

“链属”配套企业26家、项目42
个，推动主战装备民营企业零
部件配套比例达70%以上。一
个基于产业链形成的命运共
同体正在园区形成。

成飞公司是中国航空企
业中的佼佼者，也是前沿技
术引领者、产业集群领头雁。
当成飞公司坐上“链主”的位
置，它将如何发挥头雁效应？

“从园区的规划、遴选企
业入园、赋能入园企业、健全
园区管控机制等全流程的环
节，都有成飞在其中输出技
术管理和标准。”成飞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成飞公司充
分发挥航空主机企业的专业
化优势，紧跟技术发展前沿，
以高效协同和效率提升为导
向，布局专业化板块进行专
业化生产线建设，并规划全
功能产业园。

对于哪些企业能入园成
为“链属”企业，成飞公司也
设立了门槛。该负责人表示，
成飞公司主动释放一般产
能，推动“非核心研发制造环
节”向入园企业转移，以订单
优先为指挥棒，吸引优质企
业踊跃入园；同时，以“技术
先进性、产品专业化、生产柔
性化”的标准，遴选优质企业
入园，入选率30%左右。进入
园区的企业，能够迅速得到

成飞公司的赋能。
专业的事情留给“链主”

来主导，政府在其中更多起到
搭建平台、配套服务的作用。

“只要能配套的我们都
做，只要企业需要的我们就
提供，要让企业把资金和精
力放在生产制造、技术攻关、
产品开发、人才培养上。”成
都香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香投集团投
资63亿元建立了100万平方
米的标准化厂房，采用租赁
方式，实现企业“拎包入住”，
还在园区所在地石板滩规划
了医院、学校、购物中心等10
多个重大项目。

由国资园区运营公司建
设统一厂房有何优势？该负责
人介绍，除了能快速启动、快
速落地、推动资金到位，还能
集约高效地利用土地。该负责
人介绍，香投集团投资20亿
元，采用全球最先进的技术，
规划建设“四中心”“四平台”
突破航空制造瓶颈，实现园区
核心技术工艺的集约共享。

“链属”企业得到园区的
专业支持，有了更多空间去
做深做实。“我们企业本来打
造的模式就是轻资产，不想
花在办公室装修和投资建设
上。所以我们目前已投入3亿
元，可以说每一分都花在技
术改进、设备生产和整体运
营上。”园区内一家配套企业
负责人表示。刚刚入园2年，
该公司每年的营业额都在翻
番，去年还申请了50项软件
著作权、10项发明专利，计划
年产航空零件20万件，年产
值约5亿元，计划2023年上
市。该公司的成长秘诀很简
单，就是把专业做到极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1月13日，记者从四川省
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在成都
举行的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酒
业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经国家商务部批准，第十
七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拟
于3月25日至28日在泸州举
办。本届“酒博会”将延续“举
杯中国·品味世界”主题，邀
请阿根廷作为主宾国。

本届酒博会将融合数字
经济理念，聚合智慧会务、实
时测温、产品管理等系统，搭
建酒博会数字白酒馆、3D云
展馆、专业直播间等，推动

“酒博会”与数字经济深度融
合，延伸酒业产业链。“智酿
云、智安云、智享云”开放共

享平台、供应链数字化平台、
产品数字化管理平台及其智
能设备载体、智能酿酒机、灌
装机、包装生产线等全球酒
类产业链技术装备最新产
品、最新系统，绿色酿造和智
能酿造最新成果，也将与参
会嘉宾首次见面。本届酒博
会将依托泸州“中餐特色美
食地标城市”名片，举办第六
届四川（泸州）美食节等系列
活动，重点推出“酒城·名酒
宴”等5大地方特色宴席和

“酒城九味九宝九绝”，探索
“美酒+美食”新模式，助推
酒业与餐饮业有机融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叶燕 宋嘉问

1月13日，“美好社区·美美与
共”——中国·成都首届社区美空间创
意设计全球征集活动颁奖仪式在兴隆
湖儿童艺术中心举行。广州哲迳、休耕
建筑、厘亩建筑等设计团队摘得“十佳
社区美空间优秀设计方案”大奖。

据悉，2021年8月3日至10月15日，成
都市委社治委、市委宣传部、市委外事办
联合主办了2021年中国·成都首届社区
美空间创意设计全球征集活动，为成都
13个区（市）县的14个社区美空间项目征
集创意设计方案，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
281家专业设计团队参与。

在300多份参赛设计作品中，有
浓墨重彩的网红社区营造创意，有轻
介入式的社区微更新理念，有以人为
本的公共服务社区思维，也有文化鲜
明的主题社区构想。

“社区空间建设是社区更新很
大组成部分，公共空间是解决人与
人之间交流隔阂的一个重要载体。”
成都设计咨询集团副总经理钟翔表
示，当前社区发展由空间生产转向

了空间营造，通过社区空间建设为
居民提供交流互动的场所，便能用
更美的空间形态提升居民的参与体
验意愿，挖掘在地文化让居民与社
区的情感联系更紧密，同时，还可以

用利民、便民的社区商业来激活区
域经济，一个成功的社区空间可以
有效提升社区的黏度。

来自厚石建筑设计（上海）有限
公司的崔鹏，他所在团队带来的参赛
设计作品——四川天府新区永兴街
道南新村邻里集市设计，获得了“十
佳社区美空间优秀设计方案”大奖。
在他看来，成都在社区美空间打造
上，可以从社区空间的更新和改造切
入。在基础建设上将原有不合理设置
转化为合理功能，同时增强体验性，
让市民愿意体验并且向别人传播。此
外，可以增加社区空间的灵活性，实
现不同功能的转化，在时间上、成长
上能够持续好的运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摄影记者 吕国应

唐鹏提供的一组数据显示，成都近
10 年工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由
37%降至24%，低于深圳的34.4%、上海
的25%。

从服务业看，成都生活性服务业发
展与先进地区相当，但增速趋缓，基本
趋于饱和，增长潜力有限。实现“城市精
明增长”，根本指向就是推动城市发展
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唐鹏
的看法是，优化城市空间，归根结底还
是落脚于对土地的有效利用，“推进用
地效率提升是实施城市精明增长战略
的必然要求，如何用有限的空间资源，
保障先进制造业的龙头地位，实现集约

高效发展，也是实现城市绿色低碳发展
的重要抓手”。

在成都市的产业建圈强链行动中，
一大主要任务是瞄准打造万亿级、世界
级先进制造业集群。

“整体来看，成都经济要追赶先发
城市，需要进一步做大做强制造业，而
在绿色低碳背景下，制造业发展不能仅
仅依靠规模扩张来实现，需要从增量和
存量两个方面来做文章。”唐鹏建议，增
量空间优先用于保障先进制造业、绿色
低碳产业、新经济等产业用地，尤其要
支持链主企业发展。

通过电力数据分析发现，成都三年

平均用电量为零的低效工业用地总面
积仍有57.62平方公里，占全市总工业
用地的16.04%，同时，散布在农村的工
业用地还有20%。

可以看出，成都仍存在较大规模的
低效工业空间，这成为盘活存量空间的
切入点。

“需要进一步加大存量低效工业用
地的再开发利用，推动工业转型升级，同
时，按需建设标准厂房，逐步降低工业用
地供给，以有限的空间承载更多的企业，
推动工业用地集约高效发展，从源头上
降低工业碳排放。”唐鹏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宋嘉问

学习贯彻市委十三届十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双碳”背景下实现“城市精明增长”

中共成都市委十三届
十次全会（以下简称“全
会”）指出，优化空间、产业、
交通、能源结构，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走
出一条绿色成为普遍形态
的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新
路径。

“双碳”目标助推区域
经济绿色发展，如何打造一
个更优的城市发展空间？

“此次全会着眼推动实
现绿色低碳发展，聚焦空
间、产业、交通、能源四大结
构调整，为成都形成节约资
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
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
方式，走出一条绿色成为普
遍形态的更高质量、更有效
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
超大城市高质量发展新路
径指明了方向。”1月11日，
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
院长唐鹏在接受记者采访
时表示，此次全会聚焦“城
市精明增长”，这需要重新
审视城市空间结构、功能优
化、用地效率，最终由外延
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

成都成都，，
这样破题这样破题

谈到成都的城市空间格局，唐鹏分
析，自古以来，成都始终在岷江冲积平
原上发展，城镇主要集中在“两山”之
间，空间利用与自然本底不够协调，单
中心圈层式发展惯性尚未完全扭转，局
部区域开发强度过高，存在侵山、夹水、
夹道等问题，空间结构矛盾凸显，城市
空间格局的短板显而易见。

此次全会，构建城园相融的公园城

市空间形态成为一大焦点。
“瞄准城园相融方向进行城市空间

优化，在‘双碳’背景下，能够推动提升
城市降碳增汇能力。”唐鹏建议，从大的
格局来看，成都应以龙泉山为城市绿
心，持续推动“两山夹一城”向“一山连
两翼”转变，保护“两山、两网、两环”的
生态格局，保护“六片”的耕地和农业集
中保护区，推动实现生态空间山清水

秀、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产空间集约
高效，实现生态空间、农业空间占比达
到78%，全面锚固碳汇基础。

提升城市碳汇能力，须对一些特殊
区域进行管控。唐鹏建议，推进龙门山
生态修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及龙泉山
国家储备林建设，通过加强环城生态区
土地综合整治与生态修复，进一步提升
城市碳汇能力。

突破空间短板
瞄准城园相融方向进行城市空间优化

相关研究数据表明，成都平均通勤
距离 9 公里，仅次于北京的 11.1 公里；
通勤时耗39分钟，位列全国第四。

从通勤时空分布看，通过手机信令
等大数据评估分析，工作日昼夜人口时
空分布差异大，中心城区早上上班51%
的通勤量集中在天府广场、金融城等26
个就业集中地，就业区域与居住区域分
布不匹配。

“需进一步优化产城融合布局，结合
城市有机更新、TOD综合开发等，合理
匹配就业岗位与居住人口。”唐鹏说。

比如，针对住宅缺乏的区域，需增加
住宅多元化供给，提高产居比，并强化公
服配套，引导市民就地职住；在城市公共

服务方面，让市民在家门口上到好学校、
找到好工作、享受好服务；针对居住功能
偏多的老城区域，需进一步强化产业用
地配套，可通过城市更新和低效用地腾
退等方式提升产业层次，适度增加就业
岗位，增补产业功能。

居民的通勤出行选择也能反映出
城市通勤的痛点。研究数据表明，目前
成都通勤出行仍以机动化为主，且小汽
车出行占比较高，轨道交通尚未成为通
勤出行主导，轨道交通出行占比 28%，
低于东京的 67%、纽约的 40%、上海的
36%。

以轨道通勤为例，成都居民出行在
轨时间23分钟，与上海、广州、深圳基本

相当，但非在轨时间16分钟，远高于上
述三个城市。这其中，部分原因是高峰
期公交与轨道匹配不足，等候时间过
长，93%的人直接选择慢行接驳。

慢行接驳也面临诸多问题。“比如，
成都轨道单站平均出入口数量和轨道
站出入口接入用地的比例较小，与上
海、东京差距较大，导致轨道接驳时耗
较高。”唐鹏说。

唐鹏建议，成都还需持续构建“轨
道+公交+慢行”高效衔接的绿色交通
体系，加强以轨道为核心的慢行公交无
缝衔接，优化轨道全链条出行接驳，提
升轨道通勤出行效率，进一步降低非在
轨时长，逐渐破解通勤痛点。

上下楼就是上下游，“邻居”共建创新链

成飞当“链主”
如何建圈强链？

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

拟于3月25~28日在泸州举办

成都未来的社区美空间什么样？

这些专业设计团队给出了“样板”

化解通勤痛点
合理匹配就业岗位与居住人口，构建“轨道+公交+慢行”体系

盘活低效用地
利用有效空间资源，实现集约高效发展

顺丰西部航空货运枢
纽、大运会专机楼、川航科瑞
特保税维修项目……1月13
日，成都市双流区迎来2022年
第一季度项目集中开工。22个
开工项目中，有7个产业项目，
15个基础设施项目。产业项目
的“航空经济”属性显著，将为
双流做大做强航空产业增添
更强动能。

据悉，这也是双流区围
绕推动“客货并举”转型发
展，推动航空经济龙头项目
及其配套项目加快开工，建
圈强链的重大举措。双流进
一步深化“建圈强链”，强化
起步就要冲刺、开局就要争

先的攻坚意识，全力以赴实
现“开门红”。

本次参加集中开工仪式
项目共22个，计划总投资
94.5亿元。其中，产业化项目
共7个，计划总投资88.8亿
元；配套基础设施项目共15
个，计划总投资5.7亿元。这
些产业项目包括顺丰西部航
空货运枢纽项目、川航科瑞
特保税维修项目、民航西南
地区医学中心项目、大运会
专机楼项目、维双数智化供
应链项目、成都机载设备审
定分中心项目等。
唐静 唐瑞奇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雷浩然

航空产业再添更强动能
双流22个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94.5亿元

获
奖
方
案
之
一

2021 年
11月9日，成
都市万科高
线公园，已经
打造完成的
项目部分。该
项目打造空
中 花 园 连
廊 ，串 联 多
个组团，不仅
增加了人们
的出行便捷
度，也丰富了
“出行路”的
景观体验。

摄影 王勤

上接01版

蔬菜肉类米面粮油有保障

春节期间，成都益民集团
所属成都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
和四川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两
大农批市场将确保土豆、萝卜、
番茄、辣椒、冬南瓜、南瓜等66
种 蔬 菜 供 应 总 量 约 84000
吨，日均供应量约12000吨。

在肉类方面，成都农产品
中心批发市场通过组织商户调
配货源，将确保春节期间猪肉
总供应量约1120吨，日均供应
量约160吨。其他肉类方面，成
都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春节期
间可实现鸡鸭兔、牛羊肉、水产

海鲜等供应总量约7000吨，日
均供应量约1000吨。

成都农产品中心批发市
场米面粮油等副食产品春节
期间供应总量约2800吨，日
均供应量约400吨，春节前储
备量可达约6000吨。成粮集
团商品成品粮油本地库存共
计415吨，春节期间可随时调
用，并与市内9家粮油生产
厂、贸易商达成成品粮油合
作意向，可调用成品粮油约
2200吨。益民菜市春节期间
大米、菜籽油供应总量分别
约为64吨、300吨，日均供应
分别约为10吨、40吨。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