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献计

成都特色

防震减灾科普知识

“城市设计，不仅要

有科学家的脑， 还要有人

文学家的心和艺术家的

眼。衡量城市成功的标准，

要做基本功， 而不是标志

性建筑，切勿本末倒置。”

———在新加坡有 “规

划之父” 之称的原新加坡

建屋发展局局长刘太格

“不仅仅是规划宽窄

巷子、锦里这样的历史文

化街道，还可以建设一批

温情怀旧的城市区间，比

如玉林小区。休闲、舒适

本来也是成都的城市特

色之一。”

———北京大学城市规

划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北

京大学中国城市设计研究

中心主任陈可石

“这个环（指环城生

态区）不能只建设成人们

走一走、看一看的公园，它

还应该是一个休闲和娱

乐、景观和艺术、历史和文

化结合的环。”

———清华大学建筑学

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光中

成都商报记者 王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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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昨日，包括住建部总规划师唐凯、原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局长刘太格等在内的众多城市规划建设专家齐聚成都，

为成都城市转型升级规划“把脉”。

根据成都市规划管理局前期规划调查研究数据，成都城市发展正面临着四大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市规划局

拟通过降低城市建设密度和强度，将中心城区人口规模控制在700万以内。为提高住区公共服务水平，成都市还在

中心城区规划了170个社区综合体，计划到2016年全部建成。

汛期是各类突发性地质灾害的高发期。

在地质灾害危险区和多发区内居住的居民，

应密切注意天气变化， 特别是要注意与降雨

有关的天气预报，此外，还应注意房前屋后山

坡坡体及沟谷内水流夹带泥沙的变化情况。

面对崩塌、滑坡、泥石流的突然发生，要保

持冷静，首先判断地质灾害威胁的范围，然后逃

离险区。具体来说，崩塌、滑坡、泥石流发生时，

滚石、 坡体或泥石流都是从高的地方向低的地

方运动， 所以， 应选择向左右两个方向逃离险

区，而不要选择顺着滚石、坡体或泥石流运动的

方向逃生。如果身处正在运动的滑坡体上，实在

没有时间逃离滑体， 可抱紧附近粗大的树木以

求自保。

成都商报记者 刘文藻 王游之

昨日，省政府新闻办召开“4·20”芦山强

烈地震周年新闻发布会，省政府常务副省长、

省重建办主任钟勉通报了相关情况。

截至3月底，中央、省级已经有288亿元的

重建补助资金下达到灾区， 目前已实现支出

68亿元。自重建以来，省重建委累计派出近百

个审计组、300多名审计人员， 对重建资金项

目进行跟踪、全程审计。

资金情况

重建资金全部纳入预算管理

推进重建工作，资金是关键，这也成为昨日

新闻发布会的焦点。据介绍，芦山地震灾后重建

规划总投资872亿元， 中央安排了460亿元重建

资金，四川省拨款100亿元。灾区市、县政府投入

5.5亿元， 省内对口援建的地方投入2.4亿元，使

用社会捐赠资金12亿元， 使用地方政府债券资

金5.2亿元，个人、企业、单位自筹和银行贷款一

共286亿元。省财政厅厅长王一宏表示，截至昨

日最新的数据， 中央和省级补助资金已实现支

出68亿元，支出进度达到23.5%。

中央、 省级两级的560亿元重建补助资金

的使用情况如何？ 王一宏介绍， 截至今年3月

底，已下达到灾区的中央和省级重建补助资金

预算达288亿元，占补助总额的52%。其中，灾

区城乡居民住房重建的资金已全部下达完毕。

“要用好灾后重建资金， 关键在于监

管。”对此，省财政厅要求各级政府筹集的重

建资金，全额纳入政府预算管理。省重建委还

成立了监督检查组，累计派出近百个审计组、

300多名审计人员， 对重建资金项目进行跟

踪、全程审计。

王一宏表示，重建资金的使用安全高效，

灾区没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 没有发现项目

资金大的违规违纪问题。

重建项目

今日累计开工将达2303个

重建资金的到位， 保障了灾区重建项目

顺利推进。去年7月20日，四川省正式全面启

动灾后恢复重建。截至今年3月底，纳入重建

规划项目已累计开工1469个，开工率53.1%，其

中完工317个；实际完成投资206.6亿元，占规

划总投资的23.7%。

到今日芦山地震一周年时， 还将再开工

834个项目。至此，纳入重建规划项目累计开

工将达到2303个，开工率83.3%。而到今年7月

20日灾后重建一周年时， 要基本实现重建项

目全部开工，年内重建项目完工1282个，完成

估算投资403亿元。

在交通基础设施重建方面， 国道351线、

318线、108线等重点项目以及天全至芦山、灵

关至龙门等4条重要经济干线已开工建设，乡

村公路重建项目全面开工。今日，还将举行雅

康高速公路开工仪式。

震后新家

重建的农房强制抗震设防

到4月20日， 灾区新建城镇住房开工

20307套，达到规划的57.9%，新建农村住房开

工94846户，实现规划任务全部开工。

在公共服务设施重建上，目前，所有校舍

维修加固任务全部完工投入使用，31个医疗

卫生维修加固项目已全部开工， 医疗卫生新

建和改扩建项目开工率95.6%，学校新建项目

开工率95.7%。

省住建厅厅长何健介绍， 农村房屋过去

缺乏抗震标准， 省政府立法规定了灾区农房

重建要强制抗震设防。 省住建厅派出专门的

队伍，重点加强对农房重建的检查，确保农房

强制抗震设防落到实处。

另外，何健还透露，采用了隔震技术的

芦山县人民医院在去年地震中 “毫发无

伤”。灾后重建，这一技术也将全面推行，包

括天全县中医院在内的一大批公共建筑都

将采用该技术。

成都商报记者 祝迅

记者19日从成都市人民检察院获

悉， 经四川省成都市人民检察院审查决

定， 近日依法对四川财经职业学院党委

副书记、 院长李高伟以涉嫌受贿罪立案

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

（新华社）

四川财经职业学院院长李高伟

涉嫌受贿被立案侦查

地质灾害来了怎么办？

四川再发“清卡令”，省委近日下发

《关于在全省参加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

教育实践活动的单位中开展会员卡专项

清退活动的通知》（下称 《通知》），将

会员卡专项清退活动延伸至村（社区）

一级负责人。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通

知》明确了此次会员卡的清退对象和范

围，不仅包括市（州）、县（市、区）机关

及其直属单位在职干部职工，乡镇（街

道）机关在职干部职工，未参加第一批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事业单

位、国有企业中层以上负责人，村（社

区）负责人也被一并纳入清退对象。

记者得知， 清退的会员卡范围覆盖

了娱乐、健身、美容、旅游、餐饮等行业机

构，以及商场、会所、宾馆、俱乐部等发行

的，具有一定价值、金额或消费次数，供

持卡人在消费活动中进行会员身份认证

识别，并凭此消费、免于付费或享受折扣

的凭证。

据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自去年四

川推出会员卡清退专项活动以来， 截至

今年3月底， 四川全省共有1352283名干

部职工等作出会员卡“零持有”报告。

成都商报记者 王游之

四川“会员卡”清退活动

延伸至社区一级负责人

金沙讲坛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游之）

昨天，卫

生部首席健康教育专家、 联合国国际科

学与和平周“和平使者”洪昭光做客金

沙讲坛，带领听众展开了一趟健康之旅。

在洪昭光看来， 保持健康需要抓住

“四大基石”，其可用“合理膳食”，“适

量运动”，“戒烟限酒”和“心理平衡”

来概括。

“合理膳食和心理平衡这8个字尤

其关键”，洪昭光介绍称，膳食的原则是

均衡合理，“不必刻意，不能随意，但需

要注意。” 而心理平衡占了健康生活方

式总分60分的一半，超过了基因、环境、

医疗条件、膳食等。

洪昭光还介绍，在有氧代谢运动中，

步行、慢跑和游泳三大运动最好。其中步

行又以“三，五，七”最好。“三”指步行

速度为30分钟3公里， 即轻快健身走；

“五”指每周运动5次左右；“七”指运动

强度为中等强度， 即运动至心率加年龄

等于170。

相关预告：

4月20日（星期日）14:30，金沙讲坛

讲座《少年礼 中国梦》，将由国际时尚

礼仪教育专家周思敏讲述。

周思敏将与听众分享如何让青少

年养成良好的文明礼仪习惯，同时介

绍如何保持职场专业形象礼仪等内

容。欢迎广大市民前往成都金沙遗址

博物馆金沙剧场（金博路9号）免费

听讲。

卫生部首席健康教育专家：

保持健康需做好16字

城建专家聚蓉“把脉”城市发展 城市发展四大问题拟如何解决？

成都拟划城市增长边界

中心城区人口控制在700万内

省政府新闻办召开“4·20”芦山强烈地震周年新闻发布会，通报重建相关情况

雅康高速等834个重建项目今日开工

“大城市过大，小城镇过小，中小城市

发展滞后，城镇空间布局不合理，呈现连片

发展态势。”在市规划局相关负责人看来，

城镇结构不合理， 发展不平衡是成都目前

面临的第一问题。

以中心城区为例， 正呈现出单中心聚

集发展态势，人口密度过大，环境品质面临

挑战，城市病日益突出。

他表示，为解决这一问题，市规划局拟

订了三条主要对策。

首先是控制中心城规模， 规定城市增

长边界。据介绍，中心城区将通过降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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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控制增长边界，推动成都从‘摊

大饼’向组团发展转变、单中心向多中心，

网络化发展转变。”

第二是大力发展卫星城，“构建由中

心城区和天府新区双核组成的1个特大中

心城市、7个卫星城、6个区域中心城、10个

小城市、169个特色镇， 约2800个农村新型

社区构成的城乡一体、 协调发展的新型城

镇村体系”。他说，可通过市级公共服务设

施向外延伸和工业商贸产业的转移， 来促

进卫星城的发展， 以达到逐步疏解中心城

区的产业和人口的目的。

第三是实施“立城优城”战略，形成双

核共兴的城市格局。

“目前，成都基本保持着原有的古城

格局，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近十年来以旧

城区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城市‘历史风

貌’已经所剩无几。城市空间形态也缺乏

层次，城市整体空间形态不佳。”该负责人

说，一言以蔽之，便是“城市特色正在逐步

消亡”。

为保护展现历史文化街区和历史遗

存，延伸城市记忆，成都确定了宽窄巷子、

大慈寺、 文殊院和水井坊这四个历史文化

街区进行重点打造。

据了解，目前，文殊院和宽窄巷子的

打造已按规划实施，大慈寺和水井坊正在

实施中。

成都市还对老旧院落进行改造， 规划

出青羊宫片区、 少城片区等一批能彰显成

都文化底蕴的特色风貌区，建设驷马桥、红

楼、红星路35号等一批“文化地标”，以延

续原有的城市肌理。

完善提升城市形态， 划定重要区域，

大力开展城市设计，也是市规划局拟订的

对策之一。 该负责人还介绍说，“重要区

域内的所有地块出让前，均须编制城市设

计或地块规划， 并将审定的城市设计、地

块规划方案中的相关形态控制要求纳入

土地拍卖条件。针对特别重要地段，可带

方案进行土地出让。”

把中心城区人口规模控制在

700

万以

内，人口密度控制在

1

万人

/

平方公里左右

严格控制中心城区增长边界 ，推动

成都从 “摊大饼 ”向组团发展转变 、单中

心向多中心 ，网络化发展转变

通过市级公共服务设施向外延伸和工

业商贸产业的转移，来促进卫星城的发展，

逐步疏解中心城区的产业和人口

A

城镇结构不合理

发展不平衡

“大城市过大，小城镇过小”，中

心城区人口密度过大

中心城区拟降低

建设密度和强度

成都应对

重点打造了宽窄巷子、大慈寺、文殊院

和水井坊四个历史文化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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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等文化特色建筑

重要区域内的所有地块出让前， 将审

定的城市设计、 地块规划方案中的相关形

态控制要求纳入土地拍卖条件

针对特别重要地段， 可带方案进行土

地出让

B

城市特色

逐步消亡

城市“历史风貌”已经所剩无几。

城市空间形态缺乏层次

保护历史遗存

延伸城市记忆

成都应对

城市基本公共服务分布不均也将给成

都城市转型升级带来困扰。 市级公共服务

功能过于集中在中心城区,周边中小城市对

市级医疗、教育、文化、体育等设施功能和

产业分担不够。 而且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建

设滞后， 中心城一半以上的社区标准化基

本公共服务配套不全，尤其是老城区。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他看来，以市级

公共设施配套为重点， 推进卫星城与中心

城区市级公共服务一体化将是关键。“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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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介

绍说，为提高住区公共服务水平，成都市还

规划建设社区综合体。目前，中心城区共规

划170个，已建设完成的18个，今年拟实施

建设30个，2015年57个，2016年65个。此外，

成都市还将逐步提升城市公交分担率。

以环城生态区建设为重点， 形成生态

隔离空间，严格控制增长边界

因地制宜地规划增加邮票绿地和袖珍

广场

C

开放空间不足

人均环境资源少

中心城人均公园绿地为

13.9

平方

米，国外先进城市一般为

20

平方米以上

D

公共服务

分布不均

市级公共服务功能过于集中在中

心城区

“目前，成都市中心城现状人均公园

绿地为13.9平方米， 而国外先进城市一般

为20平方米以上。”据这位负责人介绍，开

放空间不足， 人均环境资源少也是当下成

都市面临的问题之一。

要解决这个问题， 市规划局计划以环

城生态区建设为重点， 推动中心城区生态

转型升级。“划定环城生态区将形成生态隔

离空间，严格控制增长边界，也有利于改善

城市生态环境和水环境，传承城市文化。”

市规划局也将因地制宜地规划增加邮

票绿地和袖珍广场。记者了解到，成都市金

牛、青羊等五城区目前约有30个邮票绿地，

总面积达到了95599平方米，并主要集中在

一环到三环间。

建环城生态区

增加邮票绿地

今年中心城区拟

新建30社区综合体

建设

15

分钟公服圈

拟建设

170

个社区综合体

成都应对 成都应对

“拍拍动”使用方法：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

市场搜索“拍拍动”下载安装。打开“拍拍动”，将摄像

头对准有“拍”字标记的图片，图片即可动起来！

5000余人参与

防震大演练

昨日，四川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在凉山州

冕宁县举行2014年省级防震救灾综合演练。

演练分为废墟救人、危险品处置、医疗救护、

卫生防疫、受灾群众安置、大桥水库除险加

固等课目。武警、消防、民兵及各类专业抢险

人员共5000余人参加演练。

据新华社

在白鹭湾放生小鱼的学生们，为生态出一份自己的力 本报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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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接

01

版

有效保护耕地和基本农田，

着力通过提升农业科技化、特色化、品牌

化水平，提高农业附加值。要结合新型城

镇化建设，尽快实现城乡形态转型升级，

不断提高灾区群众生产生活水平， 推动

涉灾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

调研中，黄新初强调，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邛崃市要把灾后重建作为各

项工作的重中之重，认真贯彻落实好四

川省、成都市关于灾后重建的一系列部

署和要求，结合正在有序开展的第二批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和省委“走

基层”活动，以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责

的精神，坚持规划先行、质量第一，统筹

推进住房、基础设施、产业、生态等各项

重建任务，特别是要坚持把重建与推进

新农村建设和新型城镇化结合起来，把

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配套结合起来，大

力发展都市现代农业和高品质乡村旅

游，以特色产业为支撑，加快培育新的

经济增长点，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和农村

发展繁荣，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

实基础。

市领导黄建发、谢瑞武参加调研。

成都将培训3000名消费指导师

成都商报讯（记者 余文龙）

成都市

2014年系列培训就业行动计划日前启

动， 预计培训各类城乡劳动者15.91万

人，实现创业带动就业1.16万人；发放小

额信用担保贷款3000万元。

成都市相关部门将开展服务新型

工业化、建筑农民工、农业职业经理人

及实用技术、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从业

人员、安全生产技能和特种作业人员、

旅游服务、失业人员、农村青年、手工

技能人才、消费指导师、助残、服务北

改、 地震灾区城乡劳动者等培训就业

行动计划。

其中，市工商联将培训消费指导师

3000人，消费指导师的职责主要是在消

费前提供咨询，消费中提供良好产品服

务， 消费后帮助消费者解决纠纷和维

权。 市妇联将培训手工技能人才3000

人。市食药监局将为6000人提供食品安

全知识及操作规范培训，为1000人提供

医药商品购销培训。

此外， 成都市2014年大学生就业促

进行动计划提出目标：至2014年底，全市

本地生源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85%；有

就业意愿的困难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

100%； 建立高校毕业生就业见习基地

210个； 促进1100名高校毕业生实现创

业，兑现创业成功一次性奖励政策，鼓励

自主创业并带动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