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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
都市投资促进局获悉，今年上半年，成都引
进链主和链属企业投资重大项目和高能级
项目228个，完成全年目标的63.33%，总投
资4609.37亿元。其中，30亿元以上项目84
个，同比增长154.55%，总投资3912.3亿元。

今年以来，成都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
委决策部署，按照“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
住、发展要安全”重要要求，采取系列举措
加快重大项目招引促建，为推动经济恢复
增长、稳住经济大盘、实现经济高质量发
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围绕产业建圈强链，在重点产业链项
目招引方面，成都围绕21个重点产业链，
分链制定链主、链属企业精准招引清单，
创新方式提升招商质效，引进重大项目和
高能级项目192个，总投资4117.07亿元。其
中，绿色低碳产业链项目24个，新型材料
产业链项目14个，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
产业链项目各12个，新型显示、文创业产
业链项目各11个，人工智能、创新药、绿色
食品、金融业产业链项目各10个，高端医
疗器械、物流业、现代商贸产业链项目各9
个，航空发动机、轨道交通产业链项目各8
个，高端软件、大数据产业链项目各6个，
旅游业产业链项目5个，现代种业产业链
项目4个，工业无人机产业链项目3个，会
展业产业链项目1个，包括TCL、天合光能
等链主企业投资的项目41个，总投资
1832.2亿元。与此同时，成都引进产业链关
键 配 套 项 目 130 个 ，完 成 全 年 目 标 的
59.09%，总投资128.51亿元。

当前，成都正稳步提升制造业占比，
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
建设国家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从投
资结构看，制造业项目占比最多。

众多项目的签约落地，进一步填补了
成都重点产业链空白，补齐产业链短板，延
伸产业链条，推动产业链规模能级整体提
升，助力加快构建高质量现代产业体系。

下一步，成都将继续以产业“建圈强
链”为指引，围绕引链主、强配套、补链条、
优生态，全面开展促进招商引智优化营商
环境行动、先进制造业建圈强链“百日攻
坚”行动，积极推行“链主企业+公共平
台+中介机构+产业基金+领军人才”招引
模式，大力实施精准招商、链条招商、协同
招商，不断夯实产业建圈强链和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项目支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宋嘉问

上半年成都引进
重大项目和高能级项目

228个

成都活水公园上新

婉若游鱼
净化锦江

在国内首次运用人工湿地处理污水

“国潮新地标”
可容800人同时观演

文殊坊一期项目，聚焦美食文化、非遗文
化、巴蜀文化，打造的是“老成都的幸福感”。

一期项目以巴蜀传统文化为精神内
核，以老成都传统美食，非遗手作体验，汉服
文化等作为主要业态，同时汇聚酒店民宿，
茶馆品茗等生活方式，呈现出多元体验。

正在打造的二期项目，则分为东西二
区。东区打造“新成都的赏味派”，将引入
全球餐饮、成都市井美食、异域美食等多
样化的餐饮业态品牌集群，打造成都极具
烟火气的飨宴目的地。

西区则主打“年轻人的体验感”，将引
入小众潮牌、买手店、集合店、生活美学旗

舰店等体验式、沉浸式消费场景，为年轻
人提供可互动、可感知，可品味的新成都
生活方式。并通过潮流快闪，限时体验的
方式，提升项目品牌价值与潮流属性。”

妙圆剧场是文殊坊二期东区的重要
场景。

妙圆剧场建筑面积8000平方米，可容纳
800人同时观演。流行歌舞表演、传统曲艺文
化展演、热门舞台剧目展演等，都将在此上演，

从外观来看，剧场整体上提取蜀道脉
络，形成自下而上、连续舒展的立面形制；
建筑立面提取竹海元素，通过虚实穿插，
形成立面设计中重要的元素；此外，设计
中还借鉴了天梯石栈元素，建筑由内而
外，自上而下，形成了一条集观筑、观景、
观戏为一体的立体游廊路径。

文殊坊二期
将重点打造首店经济

当前，文殊坊一期已经形成了具有品
牌效应的商业载体，那里有旧街小巷的历
史底蕴，有厚重的非遗文化，更留存着老
成都的幸福感和烟火气。

据成都市住建局更新处相关负责人
介绍，文殊坊一期项目聚集了国家级省级
非遗机构14家，老字号品牌10家，及数家
以汉服为主题的特色商户，并带动了国
风、饰品、蜀绣、蜀锦、茶艺、竹编草手工等
一系列配套企业机构集聚于此，形成别有
成都韵味的特色业态，让人走在这里可以
感受到成都“慢”生活。

目前，文殊坊二期招商工作也在进行

中，已有多家企业与品牌正在落地签约。
其中包含一众首店：例如，由雅安文旅集
团打造的新式文化川菜西南首店、蜀茶集
团旗下西南首家川菜川茶融合概念店、云
河餐饮公司西南首家精品粤菜馆、将城市
元素与IP结合的“夜间艺术博物馆”全国
首店、新文化地标“妙圆剧场”及首家以院
子为主题元素的星巴克概念店。

据该负责人介绍，相对比较成熟的业
态品牌，是激发项目商业活力的重要内
容。文殊坊二期致力于培育首店经济，从
地标性的剧院，到多元化的餐饮品牌，再
到带动夜间消费的live house，不仅满足
了时下消费需求，更能激发全新的消费潜
力，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动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摄影 王勤

文殊坊将添一国潮新地标
妙圆剧场，呼之欲出

7月26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都锦江公园发展服务局获悉，作
为锦江公园沿线23个重要节点公园之一的活水公园，已完成修复整治工程。
修复整治工程由成都锦江公园发展服务局指导、成都锦江绿道建设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实施。经过新一轮的焕新，将给成都市民带来全新的体验。

7月26日，记者来到活水公园，提前探访这个焕然一新的公园。

华星路北侧、锦江边上，形如一尾
游鱼的活水公园坐落于此。走进公园，
记者便看到阵阵如梦似幻的水雾环绕
山丘，还有仿若峨眉的山间密林，池塘、
卵石、贝类和游鱼处处彰显着野趣……

这是世界上第一座以水生态为主
题的城市生态环境教育公园，向公众展
示河水由浊变清、由“死”变“活”的生命
过程。活水公园在国内首次运用人工湿
地处理污水，使污水处理实现低能耗、
低费用、高效益的可持续发展理念。

本周五正式开园

据了解，修复整治后的活水公园将
于本周五（7月29日）正式开园，届时市
民朋友可以免费入园游玩。

本次修复整治工程中，整个活水公
园的净水系统都得到了完整的保留和修
复。公园整体呈鱼形，河水从“鱼嘴”流
入，经过厌氧沉淀池、水流雕塑、兼氧池、
人工湿地塘床系统等水净化系统，经过
生物自然的净化，水质由浊变清重归锦
江。其中，人工湿地塘床系统是活水公园
净水的核心，经过沉淀、吸附、氧化还原、
微生物分解、动植物吸收等过程，在活水
公园建成初期，可将河水由进入时的劣
V类水净化为地表Ⅲ类水。而在二十多
年后的今天，经过锦江水生态治理，进入
时的河水水质已基本达地表Ⅲ类水，据
成都市河湖保护和智慧水务中心检测，
当前净化后水质主要指标接近地表Ⅰ类
水，已远超人体可以接触的标准。

净化后的河水流经“鱼腹”“鱼尾”，
市民游客可放心在这里开展亲水、戏水
活动。记者注意到，在“鱼尾”附近，还可
以体验一场局部大雨——在海绵城市
实验平台处，伴随着模拟的闪电和雷
声，人工形成的雨水在地上溅起水花。
雨水却没有在地面形成积水，而是通过
渗透路面铺装，很快流走，展示出“能喝
水”“会呼吸”的海绵城市理念。

设置碳足迹检测系统

如今的活水公园中，功能与景观的
融合、生态与美学的统一，不仅让河水
越来越清澈，也让行走其间的人们感受
到宁静与舒适。

此外，记者了解到，升级后的活水
公园在园区内还设置多个点位的碳足
迹检测系统，实时监测园区内碳足迹及
碳排放情况，并将数据传输至后台。市
民游客可通过园区主入口处的零碳展
示大屏，查看公园实时碳排量、碳汇量
数据，通过提示，减少自己行为的碳排
放，从而实现人人参与碳中和、碳减排。

活水公园有的不止是水，踏进活水公
园的人们还常常被它丰茂的植被所震撼，
这里可以说是成都市中心的“微缩峨眉
山”了。

据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发展研究院
风景园林中心三所所长朱俊糖介绍，公园
引种峨眉山特有的本土植物，在鱼头处复
原出峨眉山植物群落。整个园区现有植物
400余种，包括峨眉桃叶珊瑚、观音莲座蕨
等峨眉山特色珍稀植物，和红豆杉、珙桐
等国家一、二级保护植物。

“本次升级，活水公园最大限度地保

留了原有的公园植物特色，在保持公园植
物群落的特殊性和差异化的基础上，更加
注重生态保护。”朱俊糖介绍说，针对原有
仿峨眉山植物群落和珍稀濒危植物，每株
都进行了踏勘建档、制定了一对一的保护
方案，并新增了智能喷雾系统，以在城市
中模拟峨眉山气候的设施，保护植物。同
时重新梳理植被，保留原生高大乔木，清
理影响公园内植物生态群落生长的杂树
和入侵物种，营造出疏密有致、可进入可
互动的林下空间，在公园整体绿量不减的
同时，供市民游玩的空间也变大了。

值得一提的是，活水公园还是一个遍
布黑科技的“无蚊公园”。记者在活水公园
中探访了一个半小时，尽管公园内植被很
茂密，但是仍然没有感觉到蚊虫叮咬。

据了解，本次活水公园修复整治项目
特别引入50台灭蚊设备，采用环保物理仿
生技术诱捕吸血母蚊。这些灭蚊设备模拟
人体呼吸的原理，通过收集空气中的二氧
化碳，使自身二氧化碳浓度达到人体水平，
让蚊子误以为是人体在呼吸，进而达到健
康、高效的革命性灭蚊。整个灭蚊过程不产
生任何化学污染、光学污染、噪音污染。

整个活水公园园区，共安放了50台捕
蚊机同时工作，无死角覆盖整个公园，极
大地降低了园区内蚊子数量。

除捕蚊机之外，活水公园还通过“以

自然生态手法治理”的理念灭蚊。“活水”
“净水”不容易滋生蚊虫，为此，活水公园
的修复整治进一步强化了公园内运行多
年的多重过滤与水生态净化系统，让水能
够自然流淌，自然净化，减少静止水面，让
蚊虫不具备繁殖条件。

另一方面，活水公园调整植物品种，
在保证活水公园原有植被生态的前提下，
不改变原有大乔数量和植被覆盖量，尽量
优化植物种植点位，对一些滨水的植被进
行了微调，让空间更疏阔，也有效减少了
蚊虫繁衍空间。因此，再次开园后的活水
公园，将基本实现“无蚊”，为市民营造出
舒适的游园体感。记者了解到，除了活水
公园，锦江公园后续将继续推进锦江沿线
各个公园的蚊虫治理标准化建设。

游客入园请做好健康防护，戴口罩、勤洗手、勤消毒、少聚集；
请自觉遵守疫情防控规定，主动配合工作人员做好体温检

测、亮码扫码等工作，自觉与其他游客保持间距。

引种珍稀植物 在成都游“峨眉山”

黑科技登场 园内基本实现“无蚊”

提到文殊坊会让人想到什么提到文殊坊会让人想到什么？？
关键词一定有汉服关键词一定有汉服、、古韵古韵、、美食美食、、美景美景，，以及以及，“，“国潮国潮”。”。
文殊坊是成都天府锦城文殊坊是成都天府锦城““八街八街、、九坊九坊、、十景十景””的重点项目之一的重点项目之一。。整个文殊坊环抱整个文殊坊环抱14001400

余年的文殊院余年的文殊院，，整体建筑以川西建筑风貌为主整体建筑以川西建筑风貌为主，，以历史为脉以历史为脉，，地域为魂地域为魂，，重塑地域文化重塑地域文化。。
文殊坊的一期项目已经正式呈现文殊坊的一期项目已经正式呈现，，而文殊坊二期项目也在如火如荼建设而文殊坊二期项目也在如火如荼建设，，预计预计

将于年内正式呈现将于年内正式呈现。。其中其中，，最受关注的特色场景之一最受关注的特色场景之一，，莫过于文殊坊二期项目中的莫过于文殊坊二期项目中的
““国潮新地标国潮新地标””———妙圆剧场—妙圆剧场。。

成都商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住建局获悉记者从成都市住建局获悉，，近日近日，，妙圆剧场已经建成完工妙圆剧场已经建成完工。。未来未来，，成成
都人欣赏潮流表演都人欣赏潮流表演、、传统艺术等传统艺术等，，有了一处全新的打卡地有了一处全新的打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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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点 2

看点 1

防疫
提示

重修后的活水公园，整体呈鱼形

妙圆剧场已经建成完工

天然净水器
公园整体呈鱼形，河水从

“鱼嘴”流入，经过厌氧沉淀池、
水流雕塑、兼氧池、人工湿地塘
床系统等水净化系统，经过生物
自然的净化，水质由浊变清重
归锦江。

植物博物馆
公园引种峨眉山特有的本

土植物，在鱼头处复原出峨眉山
植物群落。整个园区现有植物
400余种，包括峨眉桃叶珊瑚、观
音莲座蕨等峨眉山特色珍稀植
物，和红豆杉、珙桐等国家一、二
级保护植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摄影记者 王勤

紧接01版 深化投资、技术、疫苗、医疗卫
生等领域合作。雅万高铁是印尼快速发展
的象征，印尼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确保雅
万高铁按时竣工运行，使其成为两国友谊
的又一丰碑。感谢中方支持印尼做好二十
国集团主席国工作，印尼愿同中方密切协
调，推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巴厘岛峰会取
得成功。作为明年东盟轮值主席国，印尼
愿为东盟同中国关系发展作出积极努力。

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
换意见，认为国际社会应该为劝和促谈创
造条件，为乌克兰局势缓和降温、稳定全
球经济秩序发挥建设性作用，共同维护好
来之不易的地区和平稳定局面。

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印度尼
西亚共和国两国元首会晤联合新闻声明》
并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与“全球海洋支点”
构想有关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以及疫苗、绿
色发展、网络安全、海洋等领域合作文件。

当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为佐科和
夫人伊莉亚娜举行晚宴。

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上接01版 要加快配合推进国家西南区
域应急救援中心建设，持续提升应急救
援能力。要深入开展防灾减灾知识普及
和宣传教育，不断提高广大群众的防灾
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施小琳指出，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
构建严密的防汛减灾工作闭环。要坚持分
级负责、属地为主，全面落实各级党委领
导下以行政首长负责制为核心的防灾减
灾责任制。各级党委政府要担起主体责
任，党政“一把手”要亲力亲为、靠前指挥。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和地质灾害指挥部要
牵头抓总、统筹协调，切实将工作落细落
实到最小单元。有关部门要各司其职、分
兵把守，形成工作合力，确保城市安全、社
会安定、市民安宁。

王凤朝指出，当前，全市已进入防汛
关键期，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松懈思想，统筹
做好防汛应急准备。要进一步提升协同应
对能力，加强跨区域、上下游、左右岸联合
会商研判，提前落实防灾避险各项措施，
牢牢守住安全底线。要进一步提升响应处
置能力，多层次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和
总结评估，从现场响应处置、要素保障、应
急能力等各方面查找问题漏洞，及时优化
应急预案、完善联动机制，全力确保安全
度汛。要进一步做好应急救援准备，严格
落实 24 小时值班值守，扎实做好救援队
伍、抢险装备、救灾物资等资源力量前置
驻防备勤，确保一有险情第一时间投入抗
洪抢险、排水排涝，全力守护市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