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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控制中心城规模，规定城市增长

边界

中心城区降低城市建设密度和强

度，把人口规模控制在700万以内，人口

密度控制在1万人/平方公里左右

2.大力发展卫星城

3.实施“立城优城”战略，形成双核

共兴的城市格局

1.保护展现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遗

存，延伸城市记忆

重点打造宽窄巷子、大慈寺、文殊院

和水井坊四个历史文化街区

2.改造老旧院落

规划出青羊宫片区、 少城片区等一

批特色风貌区，建设驷马桥、红楼、红星

路35号等一批“文化地标”

1.以环城生态区建设为重点，推动

中心城区生态转型升级， 形成生态隔离

空间，严控增长边界，利于改善城市生态

环境和水环境，传承城市文化

2.因地制宜地规划增加邮票绿地和

袖珍广场，目前五城区约有30个邮票绿

地，总面积达9.5万平方米，主要集中在

一环到三环间

1.以15分钟公服圈和社区及社区综合

体建设为重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

在中心城区规划170个社区综合

体，计划到2016年全部建成

2.构建轨道交通、有轨电车、快速公

交和常规公交组成的公共交通网络

2020年中心城区公交分担率达

70%，卫星城达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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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今日市区 阴间多云，晚上有阵雨 17~25℃ 偏南风1~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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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徐绍史19日

在2014年中国城镇化高层国际论坛表

示，发改委将从五方面改革入手，推进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建设。

推进人口管理制度改革。 在加快改

革户籍制度的同时， 全面推行流动人口

居住证制度， 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

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深

化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探索实行城镇建

设用地增加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

量挂钩、 与城镇低效用地再开发挂钩的

激励约束机制。 创新城镇化资金保障机

制。通过财税体制改革，建立财政转移支

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使

城市政府的财力与公共服务事权相匹

配。健全城镇住房制度。加快构建以政府

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

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强化生态环境保

护制度。 建立健全生态文明考核评价机

制、 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等，实

行最严格的环境监管制度。

（新华社）

本报讯 （成都日报记者 张魁勇 摄影

王熙维）

今天，是“4·20”芦山强烈地震发

生一周年。一年来，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

新初曾多次前往毗邻芦山震区的邛崃市部

分受波及乡镇，调研指导灾后重建工作。昨

日，黄新初再次走进这些乡镇，实地了解重

建工作最新进展和群众生产生活情况。

一场春雨之后，阳光明媚，碧空朗朗，

临济镇、夹关镇成片茶园，放眼皆是青翠。

嘉林生态农场2000亩基地，一个集育种、养

殖、加工、销售、体验、休闲、观光于一体的

有机农业生态循环产业正在加快建设。参

观时， 黄新初对基地将生态种植与养殖相

结合、效益与品质相结合、重建与长远发展

相结合， 发展可循环都市现代农业的做法

给予了肯定。他说，灾后重建就是要把住房

重建、产业重建、生态重建等统筹推进，切

实改善农村环境面貌，提高农业产出效益，

拓展农户增收渠道，提升农民生活品质。

“党旗飘起来，干劲鼓起来，群众动起

来，住房建起来!”临济镇郑湾安置点建设

工地，鼓舞人心的标语随处可见，现场一片

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6月20日前， 这个占

地约80亩， 且预留了10亩产业发展面积的

安置点，91户共350名灾区群众将顺利入

住。黄新初走进即将建成的农民安置新居，

察看施工建设、房屋质量、公共服务配套情

况，他指出，要本着尊重自然、尊重科学、尊

重群众的态度，在保证质量的大前提下，确

保住房重建进度，早日建好房子，让群众能

够安居，同时要统筹抓好产业发展，让群众

更加乐业。

夹关镇郭坝安置点一期， 将新型城镇

化、生态移民工程与灾后重建结合起来，积

极引导受灾群众从受地质灾害威胁的山区

搬迁到场镇集中居住， 依托花秋茶叶等龙

头企业，打造集特色小吃、茶叶销售、文化

体验于一体的旅游街区， 实现了安置点群

众就业、增收。在考察安置点便民服务中心

和特色产品展示厅时，黄新初说，我市新农

村建设的任务还很繁重， 都市现代农业的

发展空间也很大。 邛崃共有5000套住房重

建任务，安置点规划选址要尽量“背山、上

坡、进林盘”，

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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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成都日报记者 张魁勇）

昨

日， 成都市城市转型升级规划咨询会举

行，省委常委、市委书记黄新初会见了来

蓉出席会议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规划

师唐凯等国内外知名规划专家， 代表市

委、市政府表示欢迎。

黄新初说，当前，成都正在深入实施

“改革创新、转型升级”总体战略，奋力

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长极、 建设现代化

国际化大都市。在此过程中，市委、市政

府高度重视规划工作，坚持把尊重规划、

完善规划和实施好规划结合起来， 努力

在城市建设管理中形成遵循科学规划的

法治观念。

黄新初说，此次会议，我们诚邀国内

外著名规划专家来蓉交流座谈， 就是想

通过“借脑借智”，为城市长远发展制定

更加科学的规划蓝图， 让城市在未来发

展中少走弯路、不留遗憾。希望各位专家

不吝赐教，从理念、思路、措施和整体、局

部、个体上，多谈存在的问题，多提宝贵

的意见。 我们一定认真采纳各位专家的

智慧和观点，通过科学规划，让成都这座

城市的精气神和历史的厚重、 文化的底

蕴、现代的格调充分展现出来，加快实现

城市建设管理转型升级。

唐凯代表各位专家， 对成都市高度

重视规划工作表示赞赏。他表示，各位与

会专家将利用此次咨询会的难得机遇，

紧紧围绕成都的总体战略和发展定位，

从战略和战术上为城市规划提供思路借

鉴， 积极助力成都打造西部经济核心增

长极、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

市领导黄建发、黄平参加会见。

黄新初在邛崃调研灾后重建工作时强调

统筹抓好住房产业等各项重建任务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黄新初会见

成都市城市转型升级规划咨询会与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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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3月底，中央、省级已有288亿元的重建补助资金下达到灾区，纳入重建

规划项目已累计开工1469个，今日还将开工834个重建项目

发改委：五大领域改革 推进新型城镇化

省政府新闻办昨召开“4·20”芦山强烈地震周年新闻发布会

雅康高速今日开建

成都拟划城市增长边界

中心城区人口少于700万

成都拟出台规划方案破解城市发展四大问题，众专家昨聚蓉城为城市转型升级“把脉”

在四川省成都市郊有个默默无闻的小镇，

这个城镇面积3.2平方公里，仅半个西湖大小的

小镇里， 竟然至今完整地保存着27座公馆，南

京市才只有26座。

为什么一个小镇会有这么多公馆？ 它和安

仁有名的地主刘文彩又有什么关系？

《中国国家地理》关注安仁古镇：蜀中公馆王国

安仁：

1个小镇，27座公馆

大周末04

中央纪委将在河北、浙江、河南、广东、陕西、国务院国资委、

商务部、海关总署推行查办腐败案件体制机制改革试点

查办腐败案

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

今日谷雨

白天适合踏青 晚上又有阵雨

社会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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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新初与施工人员亲切交谈，实地了解重建工作最新进展和群众生产生活情况

涉嫌拐卖

网友被拘

问题：

城镇结构不合

理、发展不平衡

成都对策：

控制中心城规模

规定城市增长边界

问题：

城市特色逐步消

亡

问题：

开放空间不足，

人均环境资源少

问题：

城市基本公共服

务分布不均， 公共交

通发展滞后

成都对策：

打造四大街区

延伸城市记忆

成都对策：

形成生态隔离空间

增加邮票绿地

成都对策：

中心城区

规划170个社区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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赌气妈把1岁幼

女交给网友带，警方

在河南将娃娃追回

自己只是想把娃娃给网友

养一段时间

不懂法律，真心喜欢小孩

我觉得不是拐卖，是寄养关

系，我们也是受害者

看到可爱的孩子，妈妈忍不住失声痛哭 快拍成都金牌拍客：金哥

~

踢马（稿酬

200

元）

时间：

9

：

30-17

：

00

地点：成都东郊记忆

昨日，由四川省旅游局、成都商

报及东郊记忆联合主办的2014春季

天府国际旅游节在东郊记忆拉开帷

幕。在现场，旅游特卖会、户外攀岩、

单车嘉年华、 现场免费抽大奖等系

列活动高潮不断， 吸引了众多市民

参加。据不完全统计，旅游节首日，

前往东郊记忆观展的游客约有3万

人次。

本届旅游节特卖会专区， 推出

了100多条旅游节特价旅游线路，现

场报名现场省钱。 不少市民都是直

接在现场签约， 截至昨日下午3时，

光是通过成都出发旅游超市签单的

游客就已超过300人，宝中、凯撒、光

大、招商、环球、众信等各大旅行社

也都各有斩获。

北京-马尔代夫往返机票、成都

-清迈往返机票、斯里兰卡五星级酒

店免费住宿、 港澳免费游名额……

昨日的旅游节上， 抽出了好几个重

量级大奖，小奖更是不计其数。除此

之外，现场的单车展汇聚了闪电、捷

安特、佳能戴尔、大行等单车主流品

牌， 各种新款酷车让骑行爱家们爱

不释手； 上百万的房车更是惹得游

客赞叹连连……

今日，2014春季天府国际旅游

节继续在东郊记忆举行。100多个

特价游，马尔代夫往返机票、澳门

往返机票 、 冲绳往返机票 、“天

路” 自驾游名额……轻轻松松逛

展会，还有优惠和大奖，还等什么

呢？带着你的有效护照，参与这旅

游狂欢！

成都商报记者 何筝 王荣

旅游节首日迎客约3万人次

今日旅游节继续在东郊记忆举行，抢相因、赢

大奖，抓住最后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