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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缺乏大型的商业中心，刃具厂附

近的消费需求曾经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

压制。浅水半岛是该片区的一个超大居住

小区，家住此地的林女士听说在家门口的

幸福里年底就将开街，让她欣喜不已：“以

后散个步就能逛街了。” 步行街周围还分

布着中房、富临、万科、蓝光、龙湖等众多

成熟楼盘。

商家嗅到了步行街巨大的商机。 胡云

龙曾在荷花池经营服装生意8年，市场搬迁

后，他没有随大流换地方再做批发，而是将

原来积蓄的1500万元投入到“幸福里”，用

他的话说，“就是想提升一下”。他看中的，

首先是步行街的地段：“我绕着成都看了

一圈， 一二环间距离最近的， 应该就是这

里，市中心的商业可以辐射到这里，而‘北

改’又将在附近聚集更多人气，未来肯定

是块宝地。”胡云龙做的还是老本行，三个

店面，一个面向大众，一个开精品店，还有

一个正在与某国际奢侈品牌接洽， 准备代

理其品牌。

“幸福里商业街全部建成后商业建筑

面积将达到14万平方米以上，它的形成将

极大提升整个片区的商务服务品质，为建

设路商圈向‘百亿商圈’迈进注入新的元

素和活力。”成华区副区长钟静远表示，刃

具厂幸福里商业街建成后，将是成华区长

度最长、商业体量最大、形态最丰富、商业

业态最优的商业步行街，也是成华区在推

进产业调整升级、城市有机更新中，建设

的第一条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特色商业

街。预计商业街建成投用后，将实现年社

会消费品零售总额5亿元以上， 解决劳动

就业3000人以上，实现税收1亿元以上。

业内巨头其实早已看上这块宝地。去

年10月， 希尔顿酒店与协信中心签约入

驻，看中的就是该处不仅位处东区发展与

“北改”的前沿地带，还因为这里扼守红

星路东1.5环城市核心干道，以及成都最短

环线一环路+红星路快速通道+二环路快

速环线便捷通道， 同时临近地铁站口，其

中心位置日益凸显。协信营销总监江涛告

诉记者，商业街将注重业态品质，着力引

进大型高端餐饮、休闲娱乐实力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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刃具厂立交桥附近， 因为是出城的交通要

道，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偏僻之地。不过，这种形象

正在改变。

成华区昨日宣布，成都“北改”工程启动后

最早开建的步行街———“幸福里商业街”一期工

程已完成主体施工，预计年底将正式开街。幸福

里商业步行街紧临二环路刃具厂立交桥，规划范

围东至二环路东一段，南至踏水桥北街，西至电

子科大东院，北至府青路二段，总长度1.2公里，分

A、B、C三段实施， 规划商业建筑总面积14.4万平

方米。

商业街概算总投资达15.54亿元， 由协信集

团、中铁二局、蓝光集团三大巨头共同投资打造，

包括五星级酒店、甲级写字楼、商业裙楼、地下商

场等建筑，是目前二环路上体量最大的在建产业

项目。协信集团负责打造的商业街A段今年年底

将正式开街， 而整条商业街将于2015年全面建

成。

“为体现商业街的特色，我们从建筑风格、

色调选择到景观设置、店招标识，都进行了统一

规划和精心设计。”成华区幸福里商业街推进领

导小组组长黄蜀夫表示，幸福里商业步行街按照

高品质定位、高标准包装、高水平策划的原则，努

力构建“政府引导、企业主体、统一规划、分段实

施”的推进模式，力促商业步行街“形态、业态、

生态、文态”四态合一，加快打造成片区商业中

心。

政府的引导作用还不止于此。据了解，为了

高标准打造步行街，桃蹊路街道邀请仲量联行对

步行街进行包装、策划，期间邀请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多次召开协调会， 几易其稿形成初稿。从

2012年底到2013年初，街道先后召集领导小组成

员单位把关步行街建筑整体“形态”，确保商业

街色调相对统一，立面风格一致，各个节点设计

保持整体连贯性。

桃蹊路街道党工委书记伍凌云告诉记者，下

一步， 街道将为商业街商家提供一站式服务。对

所有入驻步行街的企业，服务站负责介绍步行街

基本情况，特别是业态布局，发放《招商手册》，

实施政策咨询、注册代办等工作。街道也将会同

区投促局与开发商共同建立信息交流平台，定期

交换招商信息，确保签约一批注册一批，促进企

业落地生根。同时，与区政务中心加强联动，开通

绿色通道，实行“统一受理、快速转办、并联审

批、办结告知”制度，实现“一站式”全程服务，

让商业氛围早日聚集。

政府引导 企业主体 统一规划 分段实施

成华幸福里：北改第一街年底开街

今年年底，成都人逛步行街又将

有新去处了。 成华区日前对外宣布，

成都“北改”工程启动后最早开建的

步行街———“幸福里商业街”一期工

程已完成主体施工，预计年底正式开

街亮相，预计2015年全面建成后，商

业建筑面积将达到14.4万平方米，成

为成华区长度最长、 商业体量最大、

形态最丰富、商业业态最优的主题商

业街区。

幸福里商业街的强力推进，标志

着成都六大主力商圈之一的建设路

商圈向北扩张迈出重要一步。作为成

华区规划的六大功能区之一，建设路

商圈拥有丰富的资源禀赋、通达的交

通优势和巨大的发展空间，并正在实

现“聚变”。按照规划，建设路商圈今

年将冲刺 “百亿商圈”， 实现域内

GDP突破250亿元， 域内综合销售

额100亿元以上。

成华区商务局局长阮强介绍，幸福里

商业步行街所在的建设路商圈是成华区

规划的六大产业功能区之一，规划面积约

18.5平方公里，将重点发展金融服务、文化

创意、科技信息服务等现代服务业。幸福

里商业街的建成将迎来建设路商圈的第

三次扩张。

按照成华区规划，建设路商圈位于成

渝铁路以南、 双建路-新成华大道-成南

高速以西、成洛路以北区域，面积约19平

方公里。建设路商圈推进办主任尹志东介

绍，商圈战略地位凸显，拥有全区“一核三

轴六区”中唯一的内环区域，是成华区在

中心城区的桥头堡和开放门户，也是六大

功能区中唯一横跨“内环-三环”的区域，

是连接成都市核心与外环的重要节点。此

外，建设路商圈交通便捷通达，资源禀赋

优越，是传统工业文明与现代都市文化交

融互汇的集聚区域， 特别在土地资源方

面，随着区域内旧城改造的加速，商圈内

规划可用于产业发展净用地达1500亩以

上。

建设路商圈的产业已初具规模，域内

商贸业、商务业、配套产业齐头并进，已建

成商业面积160万平方米，在建商业项目面

积80万平方米，拟建商业面积80万平方米。

域内现有尚泰百货等5000平米以上大型卖

场17家，拥有华润大厦等商务楼宇21座，入

驻红杏、大蓉和等知名餐饮21家，产业初步

呈现出“多元化、多样性、多层次”的聚集

发展态势。按照规划，建设路商圈今年将

冲刺“百亿商圈”，实现域内GDP突破250

亿元，域内综合销售额100亿元以上。

尹志东告诉记者，相关部门将促进成

都339尽快建成营运，促进协信中心、信远

太阳公元等项目加快建设，促进电子宾馆

地块、嘉图大厦等项目尽快开工，力争用

2～3年时间， 实现域内项目批量建成营

运，提升域内城市品质，实现商圈升级发

展。同时，加快地块整理，力促驷马桥8大

专业市场加快调迁，推进川棉厂等地块加

快上市和踏水社区、科仪厂等地块的拆迁

整理，为商圈未来发展腾出新空间。

程华轩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摄影 程启凌

黄胜 胡晓枭 成都商

报记者 唐小涛 摄影

记者 何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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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全国普遍高温的背景下，气温

大致在28℃左右的都江堰绝对是避暑胜

地。昨日，都江堰市政府在重庆召开旅游

专列新闻发布会暨都江堰市旅游·房产推

介会，并发布消息，在重庆北至离堆公园

间、重庆北至青城山间开行直达动车组常

态化之前，从8月9日起，都江堰市政府将

先行开行4条往返的周末旅游快铁专列，

并对这4趟往返的动车车票免费， 让重庆

市民先行前往体验都江堰的美景及凉爽。

4趟免费动车往返重庆都江堰

据了解，到8月底，成都铁路局将常态

化加开周末动车组 (重庆至都江堰铁路客

运专线)。其中，重庆北至离堆公园间、重庆

北至青城山间首次开行直达动车组，单程

3个小时，票价二等座112元。从重庆北到

达终点站离堆公园站后，游客下动车步行

约2分钟就可到达灌县古城的宣化门，而

进入都江堰景区也只需要不到10分钟。

而在此之前，从8月9日起，都江堰市

政府将先行开行4条往返的周末旅游快铁

专列， 并对这 4趟往返的动车车票免

费———只要购买都江堰市为动车开行专

门制定的3种旅游套餐的任意一种， 都可

获得免费往返动车票（二等座）一张。旅

游套餐价格为390元/人~480元/人不等。

并且，订制不同的套餐，除了动车票免费

外，还有住宿及返利现金红包的不同优惠

可以享受。据了解，每趟专列只有600个席

位，目前预订十分火爆。

在新闻发布会上，都江堰市政府也特

别推荐了8月10日启幕的夜啤酒音乐节。

提醒重庆的游客若选择8月10日从重庆北

直达都江堰，就能在当晚体验夜啤酒音乐

节的激情。

都江堰美景好房等你来

8月7日~8月9日，在重庆解放碑广场，

都江堰市青城山-都江堰旅游景区管理

局、都江堰市房产协会等单位还会联合举

行都江堰旅游·房产推介活动暨路演宣

传，并推出十分给力的优惠政策。都江堰

市区、青城山片区、玉堂镇赵公山区域数

十个精品项目纷呈亮相，并有优惠措施及

多重好礼相送。

王牌方言节目将推都江堰定制剧

最近，重庆的王牌方言节目《生活麻

辣烫》剧组也到了都江堰，专门围绕着都

江堰的美景、美食及夜啤酒音乐节推出上

下集共90分钟的定制剧。张星星、李川江、

张海燕等重庆观众熟知喜爱的笑星，纷纷

加盟参演此次定制剧。

借由此次重庆至都江堰直达动车的

开行，定制剧的播出能让更多重庆市民了

解都江堰的美丽。据介绍，目前已确定上

集将于8月9日晚上7点半左右， 在重庆时

尚频道的《生活麻辣烫》首播，下集将在8

月中下旬播出。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李娅

8月7日下午，成都城区瓢泼大雨。

雨水打在屋顶瓦片上噼啪作响。

78岁的张俊华老太太赶紧把盆子放在

门口，雨水顺着油毛毡屋顶流进盆中，

成了她家免费的“自来水”。望着湿透

的天空，老太太心焦不已———7月那场

大雨让自家陋室四处漏水， 前两天刚

请人新铺了些瓦片和油毛毡， 不晓得

扛得住这场大雨不？

这里是武侯区望江街道十一街92

号。 看到记者造访， 老两口热情地出

迎。80岁的男主人牟毓华打趣道：“记

者先生，如果你以前下雨时进屋，就要

打伞了。”

政企联手 打造“北改第一街”

配套城北 14万平米商业巨舰起航

商圈扩容 建设路冲刺“百亿商圈”

蜗居闹市棚户区 老人盼搬新居

十一街是一条狭长的棚户巷，牟毓华的家在

巷尾。28平方米的破瓦房被隔成两间小屋。老夫妇

带着一个小儿子及孙儿住在里面。大儿子的家就

在隔壁，其实就是一个约六七平方米的昏暗小屋。

而大名鼎鼎的九眼桥酒吧一条街、音乐广场就在

附近，步行差不多10分钟。

老两口是国有单位的退休职工，上世纪60年

代搬到这里。屋里凌乱不堪，高个子伸手即可触

碰到屋顶。屋外天空的亮光从瓦片的缝隙中透入

屋中，如果不是加盖了玻纤瓦，大雨早就滴入房

间了。

老两口在屋外搭建了一个厕所和过道。张俊

华说，整条十一街都没有公共厕所，很多人不得

不跑老远去方便。“这里住的很多是老人，照明线

路老化严重。如果发生火灾，跑都跑不动。”牟毓

华补充了一句，“能在进火葬场前住进新房子，就

是我最大的愿望了。”

三年改造完 让8000余户住新房

记者随后带来的好消息让老两口兴奋不已：

昨天上午，武侯区召开全区动员大会，宣布要在

三年内彻底消除棚户区。 十一街及旁边的十四

巷、 民主路棚户区被列入最近要实施改造的范

围。 这次改造涉及22个棚户区共8140户人家，牟

毓华夫妇就是其中的一户。

据武侯区房管局工作人员介绍，十一街占地

面积仅10.9亩，却居住着147户居民，户均居住面

积仅46.5平方米， 而全区现有22个棚户区的情况

都和这里差不多，这些地方房屋低矮破旧，环境

脏乱，有的几代人挤在三四十平方米的房屋内。

按照昨天动员大会的说法， 武侯区已出台

《旧城（棚户区、危旧房）改造实施办法》，由武

侯区委、区政府主要负责人牵头设立推进工作领

导小组，建立了区政府、部门、街道、社区（村组）

联动机制，相关领导包片牵头，负责统筹、指导和

督促改造工作。

武侯区一位负责人说，“北改”之后，武侯区

的棚户区面积将成为中心城区最大的，这次旧城

改造的力度犹如“打了鸡血”，“奋战三年，彻底

消除棚户区”。

拆迁政策 一把尺子量到底

武侯区历史上最大力度的棚户区改造工程，

从昨天起正式拉开帷幕。武侯区已制定“五个一”

规范的工作模式，即“一套领导有力的政策机构，

一套公正严格的拆迁模式，一套完善有效的拆迁制

度，一套依法规范的拆迁流程，一套严厉的监督约

束机制”。 改造工作要充分尊重群众的合法意愿，

需要组织听证的将依法组织听证，该公开的信息将

依法全面公开。

在改造拆迁过程中， 武侯区宣布将坚持统一

政策，统一标准，统一执行，一把尺子量到底。武侯

区房管局负责人透露，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本着

就高不就低、让利于群众的原则，他们将尽可能地

满足被拆迁户的合法诉求和合理要求。

武侯区委昨天还宣布已把棚户区改造工作推

进情况作为检验干部执行力和能力水平的“试金

石”。该区区委表示，对勇担重任、敢于破难、成效

明显的干部将予以表扬奖励；对工作不力、未完成

目标任务的干部也将做出相应处理。

（据中国天气网）

9日 23℃~32℃

10日 24℃~32℃

都江堰

8日 22℃~28℃

9

日

28℃~37℃

10

日

28℃~38℃

重庆

8

日

26℃~37℃

V

S

都江堰-重庆

4个周末将开免费动车

旅游专列新闻发布会暨都江堰市旅游·房产推介会昨在重庆召开

重庆

~

都江堰免费往返列车时刻

1

去程

8

月

9

日（周五） 重庆北（

18:16

）

~

离堆公园（

21:26

）

回程

8

月

11

日（周日） 离堆公园（

20:12

）

~

重庆北（

23:27

）

2

去程

8

月

10

日（周六） 重庆北（

08:00

）

~

都江堰（

11:10

）

回程

8

月

11

日（周日） 都江堰（

17:56

）

~

重庆北（

20:49

）

3

去程

8

月

16

日（周五） 重庆北（

18:16

）

~

离堆公园（

21:26

）

回程

8

月

18

日（周日） 离堆公园（

20:12

）

~

重庆北（

23:27

）

4

去程

8

月

17

日（周六） 重庆北（

08:00

）

~

都江堰（

11:10

）

回程

8

月

18

日（周日） 都江堰（

17:56

）

~

重庆北（

20:49

）

闹市中的

棚户区

牟毓华夫妇居住的棚户区小屋

幸福里步行街一期工程已近完工

一到下雨天，望江街道十一街的住户家里也跟着“下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