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红星新闻、@成都商报 官方网站 www.cdsb.com 报料及服务监督电话 028-8661222201版 责编 吴钦 美编 张念 校对 田仲蓉 /02版 责编 戈萍 美编 刘静 叶燕 校对 田仲蓉

02 要闻
20222022年年88月月55日日 星期五星期五

一个新词近年来频频出现
在公众视野——“未来社区”。

相对于传统社区，未来社
区更加重视“场景参与”，它不
只是把城市资源配套到社区
中，更重要的是和社区居民一
起构建生活内容，从家到邻里
再到社区，打造一个有机共生、
无限扩展的美好生活共同体。

在成都，以建设践行新发
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为
统揽，“未来社区”的探索也被
赋予了探路公园城市示范区
建设的实践意义。

所以成都要探索的，是
“未来公园社区”。

“未来公园社区”建设的
启动，开始于今年2月。成都首
批启动建设未来公园社区25
个，整个“十四五”期间，成都
将建设200个未来公园社区。
很快，成都便有了“未来公园
社区”的建设指标体系。

上个月，《成都市未来公
园社区建设导则》出炉，以“建
筑环境、绿色交通、市政设施、
公共服务、智慧韧性”5个建设
维度，绿色建筑、生态融合等
20项核心建设内容，绿色建
筑、光伏建筑、立体绿化等44
个建设指标，建立起“5+20+
44”指标体系。

建设有了依据。但对于生
活在城市中的居民而言，社区
是栖身的家园，可感可及，才
有真实感、向往感。

那么承载着“向往生活”的
未来公园社区，何以“未来”？又
将怎样凸显“公园”特质？

成都设计咨询集团·市建
筑院副总建筑师、方案创作中
心主任熊婧彤全程参与了《成
都市未来公园社区建设导则》
的起草。近日，熊婧彤向记者
解读了这份《导则》，并分享了
对“未来公园社区”打造的思
考与理念。

在她看来，“未来”没有时
限，那是一种“可持续”的状
态。“未来公园社区”，希望触
及理想状态，让幸福与健康、
环境与资源、经济与活力，都
能融合共生，源源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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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成都未来公园社区建设导则起草者：

未来公园社区的“未来”二字，最
是能引人期许和畅想。何为“未来”？
何以“未来”？

“更优美的环境、更便利的交通、
优质的教育资源、完善的医疗服务、
便捷的生活服务、富有活力的创业环
境、蓬勃的社交场所……对于普通居
民而言，‘未来’的美好不复杂，其实
就在于以上种种”，在熊婧彤看来，究
其根本，就是“以人为本”四个字。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
而社区自身必须是个完整的“生态
系统”才能持续运转。然而，人群构
成的多样性是形成社区生态的根
本。所以，在“公园城市示范区”的新
语境下，如何可持续地维护社区人
群多样性，并激发其创造力，最终带
动社区可持续发展，就必须立足于

“以人为本”。
熊婧彤认为，未来公园社区的

“以人为本”，最应突出的就是一个
“全”字。“全”，意味着全龄、全阶层、
全时、全维度。

全龄和全阶层，是社区主体的人
群广度。尽管不同社区的人群构成比
例各不相同，但都需要被兼顾到；

全时、全维度，则是社区服务
的能力广度。无论老少和贫富，是
日常学习、生活、养老，还是创业、
工作、办事，甚至是应急避险，都该
有所回应。

事实上，成都所建立的未来公园
社区“5+20+44”指标体系，也是基于
此进行设计并分解的。这些指标包括
了突出慢行空间、绿色开放空间、街
道空间一体化、社区托幼、老年服务
站、创新共享空间等，要求在未来公
园社区完善慢行配套设施及无障碍
设施；在道路交通中要实现“机非分
离”“人非分离”；在社区至少配建一
处共享科创、办公空间等等，都是对

“全”的体现。
《成都市未来公园社区建设导

则》中提到了“七大特征”——人文
化、高智能、开放式、复合型、空间美、
包容性、有韧性。实际上，任何一个未
来公园社区都会通过这些特质，诠释

“未来”。
“但我们又不能完全站在现在说

未来”，熊婧彤认为，未来无法预判，
所以当下一定程度的“留白”或许更
重要。正因为如此，在该导则编制过
程中，本着“预留”原则，原本137条的
建设指标缩减至现在的44条；对于一
些未来的可能性，则提出了超前预
留、适当预留的要求。比如对于社区
级物联感知平台，就要求超前预留未
来传感设计接口。

“总之，未来的公园社区会反映
文化的转变和新技术的发展”，熊婧
彤说，那将是开放、多样、平等、相互
联系的场所，“能提供更多的选择、机
会和美的生活体验”。

今年以来，成都市陆续启动
了未来公园社区的建设。成都高
新区瞪羚谷未来公园社区、锦江
区白鹭湾未来公园社区、青羊区
文家未来公园社区、武侯区芙蓉
美谷未来公园社区……

这些未来公园社区的建设，
是要推动公园形态与社区肌理相
融、公园场景与人民生活相适、生
态空间与生产生活空间相宜，最
终实现建设品质化现代社区，助
力成都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
园城市示范区。

环城生态公园东北部的北湖
未来公园社区，较早地现出了“雏
形”。这里建成后，人均可享绿地
45.6平方米，达到国家最高标准的
3.8倍；规划总人口6.5万人，打造职
住比1.1的产业型社区新示范；打造
6.5公里/平方公里绿道体系……

“首批25个未来公园社区，有
11个位于环城生态公园区域”，熊
婧彤告诉记者，成都设计咨询集团
也在同步协助进行社区选址论证。
选址在环城生态带的未来公园社
区现状，具有两个共同特点：都坐
拥极好的绿色生态本底，但又都缺
乏符合新理念的社区配套设施。

而这两大特征，对于未来公
园社区的规划建设、新场景营造
提供了极富张力的施展空间。

熊婧彤认为，“公园”二字，要
求成都未来公园社区的建设更加
注重生态属性、公共属性与空间相
结合。在尊重和优化生态系统及资

源基础承载力的同时，在社会、经
济和环境等方面提高生活质量。

而另一方面，未来公园社区
的建设也不只是满足居民对物质
空间的遐想，更多的是要回归人
对于家园的精神归属。

“很多城市的社区在当前的大
城市病中逐渐丧失掉了精神家园
的属性”，在熊婧彤看来，物质空间
的建立绝不等同于造就了归属感，

“我们被家乡、被一条老街所激发
的归属感，往往不是由于物理空间
本身，而是由于其中的人和事”。换
句话说，是由“场景”触发的。

而社区场景通常是由复合维
度融合而成，但又突出其功能上的
个性特征，比如未来生态融合场
景、未来健康医养场景、未来人文
教育场景。所以，归属感无从“设
计”，需要从居民的需求出发，营造
多样体验、多样场景。同时，这也要
求未来公园社区提高社区居民的
自治度，让居民实现从“旁观者”转
变为“参与者”的角色改变。

“社区是有多样性的，未来公
园社区的建设，始终不会有唯一的
标准答案”，熊婧彤说，《成都市未来
公园社区建设导则》的制定，也并非
在对未来公园社区下定义。这反而
是建设的开始，让更多富有创造力
的人，在正确的方向上有更大的发
挥空间。然后逐渐发展出创造性的
美妙的交往故事，生长出个性鲜明
的社区文化，最终抵达美好生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2号晚上产业园客户群
里的消息就不断，大家都在
询问明天能否复工。”8月3
日，成都市成华区万谷园区
管理有限公司运营中心财务
经理赵淋媛对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说。2日晚上11点
后，万谷园区客服部正式得
到社区传来的复工通知。

8月3日上午，万谷智慧产
业园的停车场停满了车辆，园
内人流明显增多。据了解，目
前园区有90多家企业复工。

成都嘉诚新悦物业集团
负责该产业园的物业管理，
其项目总监胡小龙告诉记
者，目前园区内共有130多家
企业，第一天复工90多家，复
工率约为69%。为了保证企
业顺利复工，物业部还提前
检查了企业电气等设备的安
全，并对园区进行全面消毒。

一大早，园区内的成都
野鸽子食品有限公司运营督
导何菁就和员工对营业场所
进行了全面的消毒，除了2名
在中高风险区的员工，剩下的
16名员工全部回到了岗位。

上午，公司主要是对最
近开展的线上优惠活动进行
了复盘。何菁表示，后续还将
继续发放一些优惠券吸引顾
客，“我们通过社群开展优惠
活动，并且免费送货上门。”

复工前期，公司员工就已
开始提前准备。何菁说：“之前
我们是定期线下培训，居家办
公后改成了线上培训，理论、
技术知识齐头并进，希望复工
后能给顾客更优质的服务。”

园区内的四川福乐鑫服
饰有限公司也在第一天复工
了，其人力经理钟瑞雪表示，
疫情以来，公司的仓库一直
处在封控区，导致客户订单
无法按时发货。复工后，公司
员工一直在积极与广州工厂
沟通，了解广州新仓库的备
货情况，整理客户订单数据，
努力挽回之前造成的损失，

“我们每天能够满足的订单
量应该会逐日增加。”

目前，除了复盘前期情
况、做好订单售后工作，该
公司正在准备新一轮的品
宣策划。钟瑞雪坦言：“我们
的顾客主要是年轻群体，需
要设计出符合他们态度、风
格的产品，并制定对应的营
销策划。”

企业复工，防疫不能松
懈。胡小龙表示，园区一直非
常重视防疫工作，坚持每日
三次消杀，对于园区内企业
的防疫物资和工作也会定期
检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林聪 实习记者 胥婷

万谷智慧产业园复工

物业积极保供电
企业忙着搞策划

版权声明:本报所刊作品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载、摘编。本报法律工作室电话：028-86783636

未来公园社区

何何以以““未未来来””
人文化、高智能、开放

式、复合型、空间美、包容
性、有韧性

公园城市社区，
如何诠释“未来感”？

公园形态与社区肌理相融、公园场景与
人民生活相适、生态空间与生产生活空间相宜

未来公园社区，“公园”特质在哪里？

万谷智慧产业园

北湖未来公园社区渐露雏形，图为北湖生态公园

环城生态公园的成安渝桥 陶轲 摄

紧接01版 尼加拉瓜总
统奥尔特加谴责佩洛西窜
访台湾地区，认为这一行为
是对中国的挑衅。尼副总统
穆里略表示，尼加拉瓜支持
中国捍卫主权，谴责美方干
涉中国内政的行为。

古巴外交部发表声明
说，坚决反对美国企图破坏
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
为，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
的行径。古巴重申支持一个
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
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
方挑衅性活动破坏地区及
国际和平与安全。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发
表谈话说，朝鲜谴责和反对
外部势力在台湾问题上的
干涉行为，完全支持中国政
府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领
土完整的正义立场。美国干
涉内政、蓄意挑衅行径破坏
地区和平与安全。

刚果（布）外长加科索表
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刚
果（布）始终不变的立场。台
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这已
是国际社会共识。刚方坚定
支持中方为维护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采取的必要措施。

委内瑞拉外交部发布
政府公报说，佩洛西窜访台
湾地区是对中国内政的严
重干涉，委政府对此强烈谴
责。委政府呼吁国际社会关

注和警惕美国对中国主权
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以及无
视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行
径。委政府重申坚定不移地
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卡
纳尼表示，伊朗坚定支持一
个中国原则。美方近期干涉
中国内政、损害中国领土完
整的行径引发局势紧张。美
方举动只会加剧不稳定、扩
大纷争，伊朗表示谴责。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
人办公室发表声明，重申坚
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坚决
支持中方维护国家主权和
领土完整。巴方认为，国与
国发展关系应基于相互尊
重和不干涉内政原则。

南非国民议会事务主席
弗罗里克说，佩洛西窜访台
湾地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是在干涉中国内政，公然违
背了美方此前作出的承诺。
南非将一如既往地尊重中国
主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叙利亚外交部发表声
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中国的
挑衅。声明说，佩洛西窜访台
湾地区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
完整，为全球增添动荡不安。
叙方重申，全力支持中方反
对外部势力干涉内政的努力
和原则立场，支持中方为捍
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采取
的一切措施和行动。

上接01版 据相关负责
人介绍，白鹭湾未来公园社
区西接交子公园金融商务
区。上半年，白鹭湾未来公
园社区开工建设重点项目8
个，完成投资15.12亿元。

成都天府国际动漫城
首个楼栋封顶，计划明
年建成

8月3日，成华区分级分
类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后，位
于成华区昭觉寺旁的成都
天府国际动漫城项目建设
现场也有序复工。

据中国五冶集团成都
天府国际动漫城项目经理
刘世国介绍，全面复工后，
项目仍采取封闭式施工，做
好常态化防控措施。截至目
前，天府国际动漫城项目已

实现首个楼栋封顶，在建11
栋建筑均处于紧张施工中，
计划将于 2023 年底建成，
2024年全面开放运营。

成都天府国际动漫城
项目位于成都市成华区青
龙街道，紧邻成都动物园及
昭 觉 寺 ，建 设 用 地 面 积
56922 平方米，由 12 栋楼组
成。该项目定位为集产业
城、娱乐城、生活城于一体
的全国首创动漫主题产商
旅无界融合中心，共囊括造
梦空间、初心乐园、国潮国
风城、漫迷中心（展示区）、
未 来 科 幻 不 夜 城 等 业 态
……项目建成后将为构建
未来美好生活场景注入新
动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闫宇恒 摄影 王效

市民在圣灯公园绿道骑行 王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