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进度时刻：

本月 三环内侧辅道形成交通能力，国庆前后吊装首个钢箱梁

10

月 预制空心板计划于

10

月

22

日

～11

月

20

日完成

11

月 匝道桥现浇箱梁、预制梁安装和钢箱梁安装完成

12

月 确保

25

日按时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今年7月，我市开始在三环路上新建

14座人行天桥。昨日，其中的11座人行天

桥投用。

昨日下午2时许，家住三环路南三段的

段晓芝，像往常一样去上班。听说在三色路

附近的人行天桥修好了， 段晓芝和同伴们

决定去看看。“桥修得很漂亮。”段晓芝说，

人行天桥很人性化， 既有步行的梯步，也

有自行车、电瓶车的推行坡道。成都商报

记者注意到，人行梯步和非机动车推行坡

道是分开的，推行坡道呈“之”字形，坡度

并不大，中间还有几个可以缓冲的平台。

除了三色路附近的人行天桥外，位

于海桐路、海棠西路、天和路、美洲花园、

顺和路、果堰路、万寿路、富丽花城、石室

中学、尚东美林等处的10座天桥，昨日也

投入使用。而另外3座天桥，包括茶店子

客运站、 熊猫大道、 十陵客运站人行天

桥，不久也将陆续投入使用。据悉，此次

新建的14座人行天桥全部采用钢结构，

桥体平均重量在370吨左右。 宽度为4.5

米到6米，包括引桥在内长度约95米。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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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 市场化运作

百年街区注入新活力

现代商贸业的竞争，已经从“商店

与商店”的竞争，逐步走向“商街与商

街、商圈与商圈”的竞争。因此，锦江区坚

持规划先行，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让

整个街区不断焕发新的活力。2001年，成

都市、 锦江区两级政府斥资1.8亿元对春

熙路进行了全面改造。

目前，仁恒置地、川信大厦、仁和春

天、太古、远东百货、伊藤洋华堂等25家

城市综合体、大型百货卖场、购物中心相

继入驻，让高端百货业、品牌专卖店、旗

舰店、展示店、专业店成为引领春熙路购

物时尚的主角。目前，LV、PRADA、卡地

亚、范思哲、古奇、香奈儿等国际一线品

牌已达50个，国际二线品牌已逾230个。

此外，该区还依托商会、行业协会、

品牌营销公司，策划引进 “时尚锦江”

等系列节会活动，不断提升“春熙路”品

牌效应。

互相借鉴 共促发展

牵手全球著名商业街

昨日，在中国商业街行业年会上，还

同步举行了商业街高峰对话， 新加坡乌

节路商联会执行董事吴令兴与会。

作为全球知名的商业街，乌节路能

带来怎样的经验呢？吴令兴认为，乌节

路的经验是政府和企业应当密切配合

起来，一起将街区作为一个统一品牌来

营销推广，不断提升其品牌效应。“昨天

我去参观了春熙路，我觉得春熙路一定

能够成为中国最现代、又国际化的商业

街区。”

张余松则介绍了双方即将开展的合

作内容。一方面，开展新加坡乌节路商业

街和成都市锦江区春熙路商业街相关企

业交流活动，通过互访、参观、座谈等形

式，促进企业对接，并开展友好合作；另

一方面， 依托新加坡乌节路商业街的商

贸产业优势和锦江区春熙路的市场优

势，开展企业对接和品牌推广活动。

成都商报记者 李娅

成都首条

特色新夜市“出摊不占道”

据了解，优品天地特色街区于2011年

7月8日开街。项目位于西二环路城市副中

心崛起的黄金区位，占据金沙、光华、外双

楠、晋阳四大核心商圈焦点，是以优品道

广场为核心，融现代购物中心、时尚步行

街区及甲级写字楼等物业为一体的大型

商业综合体。

该街区商业规划为 “乐活”、“时

尚”、“品味”、“优享”、“安逸” 五大主

题。其中，“乐活天地”为成都首座生态花

园型购物中心， 已入驻50余个品牌商业；

“时尚天地”为城西首个海派情景式漫步

休闲街区，为精品服饰品牌以及特色餐饮

等聚集地；“品味天地” 为全景式餐饮主

题商业街区，颐品流香、丰泽汇、品道知

味、 叁度CEO会馆等已经率先进驻。而

“优享天地”与“安逸天地”两大主题则

集合品牌酒店、西式餐饮、名画廊、美容

SPA及各类居家服务业态，例如欧洲房子，

澳门豆捞、碎蝶音乐咖啡、岁月画廊等。

优品天地还通过 “出摊不占道”方

式，投资1000余万元，在优品天地临青羊

大道侧的乐活天地与时尚天地内外街区，

建设了长约400余米， 平均宽度约20米的

夜间经济发展带。这个独具特色的“新夜

市”， 成为了成都市首条夜间经济示范街

区。其中还有一大“亮点”———长约100米

的银杏鸟景观品味广场，面积约4800平方

米的市民广场销售国内外时尚旅游精品

与特色小吃。同时，利用区域内的LED电

子屏，大型声光音乐喷泉等设施，营造出

现代、时尚、炫丽的夜间旅游消费景点，以

提升夜间经济品质与品位。

前不久，优品天地被中国步行商业街

工作委员会确定为全国首个商业街开发

示范项目，将为各地新型特色商业街区的

开发探索和示范。

全国领先

打造电子商务“成都模式”

“成为全市夜间经济示范、全国商业

街区开发示范之后，我们还将打造全国发

展实体商业电子商务典型的 ‘成都模

式’。”优品天地项目副总经理、成都优品

天地特色街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罗德

师说，“优品天地移动数字特色街区”平

台前期开发已经基本完成， 预计于9月28

日上线试运行。

据罗德师介绍，该平台是服务于实体

街区的互联网虚拟街区，将通过实现街区

生动展示、信息查询、互动交易、全程服务

等特色功能，把线下街区商务与互联网有

机结合在一起，构建一个线上线下互动营

销的新型商业空间。预计今年底完成街区

公共区域无线网络100%覆盖，100%商家

加入平台，100%商家开通移动近程、 远程

支付应用。

“我们的目标是2015年前建成集安全

移动支付、新型营销方式、便捷消费模式、

完备客服体系为一体的具有全国示范效

应的移动电子商务应用示范街区。”

“五新青羊”

培育城市经济新增长点

优品天地是青羊区成功打造的特色

街区之一。自2008年以来，青羊区通过政

府引导、市场培育、企业参与等形式，加强

特色商业和文化旅游街区建设，形成琴台

路、宽窄巷子、文殊坊、金沙遗址、太升路

和优品天地特色商业街区等有较强竞争

力和带动力的重点特色街区，成功创建国

家级特色商业街2条、四川省特色商业街2

条、成都市特色商业街4条以及全国“百城

万店无假货”活动示范街1条，金沙光华被

授予中国重点示范特色商圈。

在特色街区建设中，青羊区精心筹办

了 “中国（成都）商业地产发展高峰论

坛”，“中国成都国际通讯节”、“特色街

区非遗节文化活动周”等国际节会，打造

了节会经济“新亮点”；同时也成功塑造

了成都的新名片，例如宽窄巷子文化休闲

特色街区的成功打造，已在国内外享有较

高声誉，成为了最具成都文化风情的城市

名片， 美国时代周刊称 “宽窄巷子最成

都”，被誉为“成都第一会客厅”和“成都

新十景”。

接下来青羊区将坚持走“精品城区”

发展之路，按照“五新青羊”建设目标，以

调整业态、提升形态、优化文态为基本取

向，着力产业结构提档升级，将特色街区

培育打造成城市经济新增长点。在进一步

加快街区业态调整上， 面向市场准确定

位，促进特色街区向高端化、特色化、集聚

化方向发展； 在特色街区产业布局上，要

及时调整清理不适宜街区发展的业态；注

重提升文化内涵，推动实现产业与文化的

同位集聚。

同时继续实施重大项目带动战略，强

化街区的产业承载。 比如加快推进宽窄巷

子二期、文殊坊二期等重大项目建设进程；

比如积极推动特色街区与地铁站点的地下

通道进行联通，实现“街区经济”与“地铁

经济”的有机接轨，打造各具特色的街区

“站点经济”。

成都商报记者 李娅

三环路交大立交互通改造工程昨日

进入竣工倒计时100天， 该立交的互通改

造将于今年12月25日全面建成通车。据

悉，交大立交工程将新建4条地面辅道、新

建9条匝道和新建人行天桥2座。

三环路交大立交互通改造工程于今

年5月开工， 工程将原立交桥改为全互通

式立交桥。昨日下午，三环路交大立交施

工现场启动了由项目业主、建设方以及工

人参加的奋战100天动员大会， 意味着交

大立交竣工进入倒计时阶段。记者在施工

现场看到，整座立交桥梁结构的下半部分

已经基本完成，其中，全互通立交桥体的

桩基已完成了70%以上，新建的2座人行天

桥也已经提前完成。

城投集团副总经理张成书表示，将通

过加强管理，优化方案，强化措施，做到制

度到位、措施到位、设备到位，人员到位、

保障到位，确保12月25日按时完成各项目

标任务。此外，还将强化质量安全监督，坚

决杜绝出现豆腐渣工程。

记者了解到，目前立交工程量总计完

成了36%， 涉及的主要节点包括匝道桥桩

基、三环内侧辅道以及预制梁安装。其中，

匝道桥桩基计划本月完成， 而三环内侧辅

道计划于本月形成交通能力， 匝道桥下部

结构10月完成，匝道桥现浇箱梁、预制梁安

装和钢箱梁制作安装11月底完成。 预制空

心板计划于10月22日～11月20日完成。相

关负责人介绍，将在本月底或下月初，进行

立交桥首个钢箱梁吊装，该钢箱梁长40米，

高11米，是立交最高的梁体部分。据悉，原

来横跨三环的非机动车便桥将于9月20日

完成移除。

成都商报记者 严薇

35场定制时装秀

部分服装将在蓉全球首发

“巴黎时装周”、“纽约时装周”、

“米兰时装周” ……都是受到全球时尚

人士热捧的华丽舞台。昨日下午，成都优

陆国际时尚文化有限公司与锦江区签订

合作协议，将把一场世界顶级水准的“纽

约国际高级时装周”带到西部城市成都，

让成都市民“足不出户”就能体验到国

际顶尖的时尚热潮。

据成都优陆国际时尚文化有限公司

董事长高洁介绍， 此次落地春熙路商圈

的“纽约国际高级时装周”，刚参加完纽

约时装周的部分国际品牌将到成都发布

全新的春装， 部分服装将是全球首次发

布。之所以选择成都，主要原因是看重成

都在整个西部的时尚影响力和辐射力。

比如成都的cartier销售额是中国第一，LV

成都店开业首日销售量创下了世界最高

纪录。“经过充分的市场调查， 我们认为

成都的时尚产品消费能力与北京、 上海

相差不大，居于中国前列。”

锦江区商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此

次时装周将带来35场定制时装秀。 该区

希望纽约国际高级时装周能持续在成都

办下去， 搭建起一个辐射西部、 影响全

国、 乃至全球的高级时装展示和商贸销

售平台。

拟建西部总部

第二大奢侈品公司青睐成都

昨日， 全球三大奢侈品牌之一的历

峰集团也与锦江区签订了投资合作协

议，准备在成都建立西部总部。

据了解，历峰集团（Richemont）是

瑞士奢侈品公司，它由南非亿万富翁安

顿·鲁伯特于1988年建立。 公司涉及珠

宝、手表、附件以及时装等四个商业领

域。从2004年以来，它是世界第二大奢侈

品公司

（按营业额计算 ）

，排名在路易·

威登和巴黎春天之间，同时它也是劳伦

斯奖的主办方之一。其旗下有众多国际

知名品牌，包括江诗丹顿、积家、朗格、

卡地亚、万国、伯爵、兰姿、万宝龙、罗杰

杜比等。

“过去，历峰集团旗下的部分品牌是

以代理商的形式入驻成都， 现在随着历

峰集团在成都设立西部总部， 这些品牌

都将直接以品牌形式来到成都。”锦江区

商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这意味着今后

这些品牌的季节新品发布可能更快，成

都的时尚风潮与世界接轨更快。 相信在

历峰集团的带动下， 锦江区将聚集更多

国际一线品牌，“国际品牌集聚区”的地

位将得到巩固， 成都引领整个西部时尚

的辐射力和竞争力也将得到极大提升。

成都商报记者 李娅

三环交大立交 12月25日通车

交大立交互通改造工程昨进入竣工倒计时100天

35场定制时装秀

市民家门口感受“纽约时尚”

“纽约国际高级时装周”11月在锦江区举行，全球第二大奢侈品公司将在蓉建西部总部

昨日， 第十三届西部

博 览 会 首 个 活 动 ———

2012中国（成都）商业街

行业年会在蓉举行。 本次

年会吸引了来自北京王府

井、上海南京路、天津和平

路、 重庆解放碑等商业街

区运营机构以及企业精英

在内的近600人参会。

成都商报记者从年

会上获悉，“纽约国际高

级时装周” 预计在11月

初在锦江区举行， 届时

35场定制时装秀将为成

都市民带来世界顶级时

尚体验。同时，旗下拥有

卡地亚、江诗丹顿、万宝

龙等知名品牌的世界第

二大奢侈品公司历峰集

团也正式签约落户锦江

区，将在成都建设其西部

总部。

扩容升级+提档改造

锦江区将“再造一个春熙路”

扩容升级

春熙路商业体量将再翻一番

春熙路由前清举人江子鱼引用老子

《道德经》里的那句“熙来攘往，如登春

台”为其命名。距今已有88年的历史，号

称百年金街，是成都最具代表性、最繁华

热闹的商业步行街之一， 也是成都的商

业繁荣地、旅游目的地和文化展示地。

经过历次改造、拓展，狭义的春熙路

商业街区现北起总府路与商业场隔路相

望，南至东大街与走马街相接，东起锦江

街与大慈寺相连， 西至青年路与盐市口

相邻，共有总府路，春熙路东、南、西、北

段，大、小科甲巷等19条街道；广义的春

熙路商业街区则涵盖了锦江区中央商务

区管委会所辖春盐商圈区域。

近年来，香港太古、九龙仓、台湾群光

等一大批知名商业地产开发商相继入驻，

一大批体量大、业态高端的城市综合体也

将在春熙路街区陆续亮相。包括香港九龙

仓的国际金融中心，其商业部分的体量就

可望达到20万平方米；地铁上盖物业的银

石广场也拥有超大体量的商业，将集合众

多商业品牌……这些城市综合体的投入

使用，将为春熙路街区增加相当于现有商

业面积总和的商业体量，同时也将为春熙

路街区带来丰富的国际化商业资源。

张余松表示，接下来锦江区将进一步

加快商业载体建设，东联红星路、西扩盐市

口，不断扩大春熙路街区的市场容量。

提档改造

借助电子商务实现产能倍增

目前，成都春熙路日均人流量23.6万

人次， 节假日平均人流量达30～50万人

次，2011年，实现限额以上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218.61亿元，占锦江区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的48%，实现了成都市社会消费

品零售总额的7.6%， 成为成都市唯一市

级超百亿商圈。

近年来锦江区也在不断探索如何巩

固“中国商业第三街”的地位，保持商业

街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借助电子商

务等现代化手段，提升传统商贸业能级，

锦江区正逐步摸索出自己的特色之路。

围绕春熙路“专业、时尚、高端”的新

定位，锦江区引导街区服装批发等企业建

立网上商城，实现展示、仓储分离，逐步实

现经营模式的转变；同时鼓励运用现代化

的信息技术手段，在原有“网上春熙路”项

目的基础上，完善街区公共区域无线网络、

建立涵盖“实景在线、信息服务、线上交

易、客服保障”等功能的街区综合服务平

台，积极打造集信息推广服务、安全移动支

付、新型营销方式、便捷消费模式、完备客

服体系为一体，具有全国示范效应的移动

电子商务应用示范街。

按照锦江区的规划，到2015年底，春

熙路将初步实现示范街商业联盟， 搭建

电子渠道营销体系，建立游客中心，初步

实现网上春熙在线销售。其中，春熙路将

实现全域免费WIFI服务、 折扣优惠信息

共享、电子地图查询、便民信息咨询等。

2012中国 （成都）

商业街行业年会在成都

举行，恰逢成都春熙路步

行街开街十周年的日子。

锦江区委副书记、区长张

余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介绍说， 锦江区将通过

“扩容升级”和“提档改

造”， 从体量和产能上

“再造一个春熙路”，努

力把整个街区建设成为

集购物、旅游、商务、展示

和文化五大功能于一体

的生态型国际性现代化

商业核心街区和西部最

佳购物休闲区。

“百年春熙”牵手新加坡乌节路

在本次年会上， 经历

百年而商气依旧的春熙路

成为与会代表关注的焦

点。 中国步行商业街工作

委员会主任韩健徽更是用

“五有” 来概括这条独具

特色的 “中国著名商业

街”———历史有根、文化有

脉、商业有魂、经营有道、

品牌有名。昨日，成都春熙

路正式与新加坡乌节路商

联会签订了结对协议，将

互相借鉴、互促发展。

全国首个商业街

开发示范项目亮相青羊

“优品天地移动数字特色街区”预计9月底试运行

三环11座人行天桥投用

人行天桥很人性化，设有自行车推行坡道；另3座天桥不久将投用

第十三届西博会特别报道

日，作为西博会

首 个 活 动———

2012

中 国 （ 成

都） 商业街行业年会在

蓉举行， 来自全国的行

业代表聚集成都。同时，

又 一 喜 讯 从 青羊 区 传

来， 该区特色街区建设

取得新成效———优品天

地特色街区被确定为全

国首个商业街开发示范

项目。

现在过三环，市民更方便 摄影实习记者 鲍泰良

荩

荩

春熙路吸引了许多游客

银石广场效果图

优品天地特色街区

优品天地特色街区一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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