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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成都启动锦江水生态
治理，按照“一年治污、两年筑景、
三年成势”的目标，狠下功夫、重拳
治水。2020年，锦江水质持续改善，
黄龙溪断面实现 20 年来首次达
标。至此，成都实现了 V 类水质断
面全面清零。

对于锦江水质最近几年的改
善，邱水元一点一滴都看在眼里：
河水的异味消失了，河边散步的人
越来越多。河水越来越清澈，“黄龙
渡清江”的景观重现。鱼群的规模
不断壮大，河边垂钓的人也开始多
起来。随着水质向好，鱼的种类也
增加到了 10 多种，包括鲢鱼、鲤
鱼、鲫鱼、黄辣丁等等。

发生改变的不仅是锦江的水
质。邱水元发现，街道上多了很多
垃圾桶，每天也有垃圾车上下午准

时沿街收集居民的生活垃圾。随着
公共服务的完善和居民环保意识
的提升，向河道倾倒垃圾的行为几
乎看不到了。

近年来，成都推动截污、清淤、
补水同向发力，并采取景观提升、
长效管理等措施，持续推进锦江流
域水生态环境治理。

截污是重点。为了治理不同的
污染源、减少排污的可能性，成都
市水务局、农业农村局、经信局等
多个政府部门积极联动、消除监管
盲区。聚焦“源头”强治理，按照三
年任务两年完成的要求，成都加快
推进污水管网排查治理，完成第一
绕城高速内 6911 公里管网探测，
预处理3460公里。

清淤工程方面，成都对锦江流
域内河渠进行清淤整治，彻底清除

河渠淤堵物和污染底泥，清捞河渠
水面漂浮杂物，清除岸坡和堤岸垃
圾杂物，实现河渠水流通畅、水域
环境整洁卫生。

补水方面，成都重视保障水
的生态功能，在枯水期从周边调
水、不让河道干涸，并将处理达标
的尾水引入生态湖泊、补充河道
生态用水。

“现在河面上划着手摇船，身
心舒畅。”邱水元说，水质变好了，
阵阵江风让人心旷神怡。

目前，邱水元已经从船夫转型
为在黄龙溪景区工作的一名讲解
员，给游客介绍黄龙溪的历史，同
时也是船工号子的传承人。他坚
信，山清水秀的黄龙溪，定会迎来
更多的游客和发展机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迪

近日，由中建八局承建的天府
农博园研发中心青苗片区顺利通过
竣工验收，正式进入交付阶段。青苗
片区作为天府农博园首期配套项目
六期工程（研发中心）的一部分，交
付后将进入招商、装修等后续阶段。

今年9月23日，中国农民丰收节
主会场活动将在天府农博园举办。作
为会场的一部分，天府农博园首期配
套项目六期工程（研发中心）共建设7
座主要构筑物，分为“青苗”“瑞雪”两
个片区以及星河农业公园。

其中，青苗片区主要用于观光及
办公；瑞雪片区则建设一座集展会、
音乐会、时装秀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
能展示馆；星河农业公园将打造为展
示未来乡村生活和天府文化价值的
核心窗口。目前，瑞雪片区3D打印屋
面已建成95%；星河农业公园正在进
行广场铺装及壳体结构施工。

青苗“长成”
可展示国际顶级农业科创成果

夏日的午后，天府农博园内一
片绿油油的景色，搭配湛蓝的天空，
与已经建成的5棵“青苗”构成一幅
美丽画卷。

青苗片区位于天府农博园核心
区域农博岛内，占地45.3亩，由5棵

“青苗”、1栋观景塔组成。据中建八局
农博园项目负责人刘富强介绍，青苗
片区包含农业文创、农业休闲娱乐、
多功能厅、接待中心及观景塔等功能
分区，不仅可以展示国际顶级农业科
创专业成果，发展农业科技创新体
验，还可以衍生农业创意体验休闲业
态，提供农业休闲、娱乐等相关产品，
打造农业消费特殊场景。项目后续将
建设成为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项目，
呈现“永不落幕的田园农博盛宴、永
续发展的乡村振兴典范”。

除已经完成竣工交付的青苗片
区外，星河农业公园作为“青苗”“瑞
雪”两个片区的连接点，该区域将打
造为展示未来乡村生活和天府文化
价值的核心窗口，营造全新活动场
景体验。

据了解，星河农业公园设计灵
感来源于古蜀陶片上稻穗纹抽象化
的几何纹，建设中以稻、粟、黍、麦、

菽五谷理念划分片区。其中，“稻”为
主看台区域，位于正中。“粟”是主题
互动展区，面向“春”之青苗。株株青
苗在田间“向上”生长，主要用于观
光及办公。“黍”是星河入口区，面向

“夏”之天府农博园主展馆。天府农
博园主展馆如稻浪翻涌，构成了一
幅风吹稻浪的美好画卷，具备一站
式会议会展、沉浸式主题展览等功
能。“麦”是综合活动展区，面向“秋”
之融媒体中心。融媒体中心形似谷
仓，寓意秋季收获粮食满舱，提供

“媒体+”服务。“菽”是休闲市集区，
面向“冬”之瑞雪。

“目前，星河农业公园正在进
行广场铺装及壳体结构施工。”刘
富强说。

多功能展示馆“瑞雪”
约1000平方米屋面用3D打印

记者在现场看到，目前，瑞雪片
区仍处于紧张的施工中。3D打印屋
面已经基本铺装完成，仅剩余一些
缺口需要修补。建筑内部，施工人员
正在进行初步装修。

据了解，瑞雪片区的建筑为多
功能展示馆，起伏错落的外形类似
于雪后的地面，也像是正在消融的
积雪。由于多功能展示馆外形为圆
弧状异形结构，整个展馆高低落差
超 9 米，正常施工无法满足造型设
计，为此屋面结构决定采用改性塑
料3D打印来完成。采用3D打印的
屋面结构面积约 1000 平方米，前
期在工厂打印出来后，运输至现场
进行拼装。

“瑞雪片区3D打印屋面已完成
95%，正在进行室内装饰装修施工。”
刘富强介绍，瑞雪片区作为整个园
区冬天的代表，片区内建设的多功
能展示馆以积雪为建筑理念设计。
该建筑层高从0米至9.5米不等，用
起伏错落的外形，描绘出雪落大地、
冬雪消融的景象。多功能展示馆总
建筑面积为1031平方米，在这里既
可举办展会、科技农具发布会、论坛
路演，也可开展音乐会-圆桌趴、时
装秀、电竞、宴会、亲子研学等活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摄影报道 部分图据受访者

门前那条河
越来越清澈

在河边出生、
玩耍、种地、划船，
68岁的邱水元见
证了家门口那条
河的每一次历史
性改变。

“上世纪 50
年代，淘米洗菜；
80年代，马桶涮
盖；2020，绿色一
代……”说起家门
口这条河的历史，
这位土生土长的老
船夫不假思索地抛
出了自己的总结。

邱水元来自
四川省成都市双
流区黄龙溪镇，在
家门前，青色的锦
江与鹿溪河交汇，
养育着千万人。从
都江堰出发，由府
河、南河交汇而成，
锦江从成都穿城
而过，最终注入长
江。

锦江水质关乎
成都，也关乎长江。

邱水元是一个生活在江边的
农民、渔民和船夫，人生的大部分
时间都和水打交道。

黄龙溪镇是一个碧水环绕的
千年古镇。在古镇的南端，青色的
锦江与因携带泥沙而呈现黄色的
鹿溪河交汇，形成了被当地人称为

“黄龙渡清江”的独特景观。
在邱水元心中，锦江最漂亮的

颜色是青色。上世纪 50 年代的锦
江清澈见底，黄龙溪沿岸尽是绿油
油的白杨树、杨柳和茂密的竹林。
童年时代，邱水元喜欢在夏日的夜
晚到河里叉鱼，当地方言俗称“照

火塘”。举起火把就能看清水面下
休憩的鱼，一叉一个准。

距离黄龙溪的古码头不远处，
有一条担水巷。当时，每天一大早，
这条长度不足百米的巷子便热闹
起来，居民络绎不绝挑着担子从河
边取水。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上游水质
的恶化，锦江黄龙溪段的水质从上
世纪 60 年代开始逐渐下滑，到 80
年代跌入谷底。

邱水元记得，上世纪80年代，
锦江流至黄龙溪时已经变了颜色。
行人经过河边，无不掩鼻而过。赶上

大雨，上游的鱼被暴涨的河水冲到
河边，很多村民趁机结网捕鱼，收获
颇丰。但鱼的味道却大不如前，因为
受到污染总带有一股霉味，尤其是
鱼头。

邱水元说，那时候，河边的竹
子甚至开始枯萎。切开一根竹子，
可以看到里面变黑，质地松软易
断、无法使用。到了上世纪 90 年
代，“但凡讲究点的人家都挑井
水”，昔日热闹的担水巷门可罗雀。

在邱水元家门口的两河口，随
着锦江由清转浊，“黄龙渡清江”的
景色荡然无存。

黄龙溪是锦江流域治理困境
的缩影。

锦江是成都名副其实的母亲
河。全长150公里，其流域面积只占
成都全市的 14%，却承载了全市
46%的人口和超 60%的 GDP。锦江
流域沿线的排水最终都要在黄龙
溪汇集。而所有污染物，如果治理
不好，最终都要进入河流。

在邱水元看来，黄龙溪曾经
的水污染主要是从上游带来的。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后，一场大
雨过后，从成都市区过来的江水
因为裹挟了各种污染就变成了黑
色。“柴油的那种颜色，还散发着
臭味。”他说。

因为水质的原因，邱水元在上

世纪90年代停止了捕鱼，转而当起
了船夫，专门接待来黄龙溪的游客。

记者从成都市水务部门获悉，
锦江流域的主要污染源包括生活
污水、工业污水、农村面源污染和
城市面源污染。造纸厂、养殖场、农
贸市场、农田、马路都可能成为污
染源。比方说，田间使用的过量农
药和化肥溶解到雨水里，进入河
道，造成氮磷超标，水体富营养化，
河流自净能力下降。

汽车排放尾气里的重金属沉积
到道路表面，会伴随泥沙、灰尘、垃
圾渗滤液一起被雨水冲入地下雨水
管网，再进入河道。生活污水是锦江
主要的污染源之一，锦江流域每天
约有300万吨生活污水需要进行处

理。在黄龙溪当地，以前人们并没有
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邱水元
说，过去人们经常把簸箕里的灰尘
渣子提到桥头、直接倒进河里。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
发展，大量人口涌入城市，而基础
设施投入并未跟上，令很多城市的
污水处理设施不堪重负，成都也不
例外。

地下管网的问题尤为突出。有
的地方地下管网塌陷，有的地方污
水管网错接雨水管网。有的老小区
根本没有污水管网，整个小区的生
活污水直排入河。污染源点多面
广，基础设施特别是地下管网建设
滞后，这些因素增加了锦江污染治
理的难度。

从“淘米洗菜”到“江水浑浊”

寻找污染源

重回青绿

从从““淘米洗菜淘米洗菜””到到““重回青绿重回青绿””

黄龙溪资料图

锦江黄龙溪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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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苗“长成”
天府农博园研发中心青苗片区通过竣工验收
多功能展示馆约1000平方米屋面用3D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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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从成都高新区公园城市建设局
获悉，今年以来，成都高新区加快推
进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进度，加大
房源投放，“成熟一个，配租一个”，
通过对存量住房装修改造顺利推
出。2022年全市首个保障性租赁住
房南华佳苑项目，目前项目签约出
租率已达到84%。

今年4月，南华佳苑保障性租赁
住房正式亮相，项目246套房源都在
南华佳苑的12、15栋。

据悉，项目房源均为50平方米
左右的一室一厅户型，有独立卫生
间、厨房和生活阳台，室内沙发、茶
几、床垫、洗衣机、热水器、燃气灶、
基本卫浴设施都一应俱全，卧室里
空调也已经安装完毕。向玮宸告诉
记者，南华佳苑地处盛邦街886号，
临街底商配套齐全，街对面就是
U-PARK+公园，距离环球中心、天
府软件园、孵化园等园区楼宇比较
近，项目一经推出，便吸引了超过
2000人报名。

向玮宸介绍，目前已有209套房
源租出。该项目所在区域住房市场
平均租金水平为44.49元/平方米
月，执行90%的优惠折扣后，该项目
平均租金价格为40.04元/平方米每
月，物业管理费为2.18元/平方米

月，并且三年内不会涨价。
与此同时，在南华佳苑附近，

成都高新区大源双河四期、大源公
交B站、大源青年公寓三个公共租
赁住房项目也持续面向社会开放
申请。

“相较公共租赁住房，保障性租
赁住房的申请条件更宽松。”向玮宸
说，按照成都市《关于加快发展保障
性租赁住房的实施意见》中的有关
规定，南华佳苑保障性租赁住房项
目的登记对象需取得“保障性租赁
住房天府租赁码”并同时符合以下
两个条件：第一，年满十八周岁且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第二，
在成都市高新区无自有住房且在成
都市未享受其他方式住房保障。

而“保障性租赁住房天府租赁
码”可在网上申请，申请人登录成都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官网，点击“住
建蓉e办”，进入“保障性租赁住房”
专栏，在“资格申请”界面进行申请。

据悉，今年上半年，成都高新区
聚焦公共住房需求保障，已筹集认
定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5个、6024
套，已为1510户家庭发放公租房租
赁补贴，提前超额完成全年500户目
标；已确认市、区两级公租房资格
1131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祥萍

成都首个
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
签约率已达到84%

已竣工的青苗片区观景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