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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乙未年十一月十五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甘孜格萨尔机场有限责
任公司获悉，国务院、中央军委日前正式批准甘孜
机场项目立项。这是甘孜州继康定、稻城机场之后
建设的第三个民用机场。该机场计划年底动工，预
计2018年建成通航。机场建成后，1个小时可从成都
飞到甘孜县。

据介绍，甘孜格萨尔机场为国内支线机场，位
于甘孜县来马乡和德格县错阿乡之间，海拔4061
米，按照满足2025年旅客吞吐量22万人次、年货邮
吞吐量660吨设计，新建一条长4000米、宽45米的跑
道，3000平方米航站楼。机场建成后，加上康定机场
和稻城亚丁机场，甘孜州民用机场将增至3个。

“机场对旅游的影响特别大，游客可以实现快
进慢游。”甘孜州旅游发展委员会副主任王秋蓉介
绍，格萨尔机场通航后，州内3个机场形成三角形空
中通道，加上周边的泸沽湖机场、西昌青山机场、迪
庆香格里拉机场、丽江三义机场、玉树机场等，将构
建大香格里拉空中环线。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成都商报讯（记者 锁千程）市公安局交管局透
露，从12月28日零时起，红星路二段（桂王桥东街至
布后街）、岳府街（红星路二段至双栅子街）将恢复
机动车双向交通。红星路跨线桥桥面允许机动车由
北向南进城通行；红星路武成大街路口红星路方向
允许机动车直行和左转，武成大街方向允许机动车
直行，除7：30至20：00时段外，允许机动车左转。

红星路周边的方正东街、育婴堂街、桂王桥东
街、桂王桥北街、桂王桥南街、双栅子街、布后街仍
维持现状单向交通不变。从新华大道方向进入红星
路二段的机动车，在桂王桥东街路口禁止直行后向
南，只能右转经桂王桥东街、桂王桥北街、桂王桥南
街、双栅子街、布后街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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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占地面积最大的水库——青龙湖水
库，其一期工程已建成开放。在昨日举行的“市
委十二届六次全会系列新闻发布会之四——坚
持绿色发展，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上，
市建委副主任屈军表示，青龙湖水库一期工程
是环城生态区的升级版。未来，成都环城生态区
水库水面有12平方公里，比两个西湖还大。

峰值接待10万人

“半个月前就来耍了，每天下午都要来逛一
逛。”青龙湖附近的市民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湖
泊、湿地、林地、草地、耕地……经过十年生态封
育保护，青龙湖区域生态优良，几乎数步一景。波
光粼粼的青龙湖水体蜿蜒，木亭、栈道沿湖而建，
仿佛一幅山水写意画。成都大学大三学生王磊表
示，只要没课，就会跟朋友一起到湖边练吉他。

青龙湖水库位于龙泉驿区十陵风景区，北
起成洛路、南抵成渝高速、西至十洪大道、东临
绕城高速，规划水域面积约4000亩，生态绿地面
积约6400亩，主要围绕1500亩水面打造生态湿
地景观，规划峰值游客接待量10万人。

青龙四季景不同

设计人员介绍，基于青龙湖区域良好的生态
本底，一期划分出静态保育区和动态活动区两大
区域。静态保育区约2400亩，是野生动植物相对
独立的生态空间。动态活动区约2300亩，分布着

“龙舞花间”、“市桥龙泽”、“科教童趣”等青龙九
景，是游客滨湖亲水、览遗怀古的乐活空间。两大
区域通过12公里环湖游线路衔接。

湖区景观设计最大的亮点是以多品种、多

层次的滨湖四季特色植物，形成“月月花不断，
四季景不同”的观赏效果，仅彩叶树就多达3600
株，樱花树更多达5000株。人们将在青龙湖领略
到“春来樱花烂漫，夏季荷叶连天，秋日五彩斑
斓，冬有傲梅斗雪”的四季美景。

划出生态禁入区

屈军介绍，青龙湖区水质良好，文保点位众
多，野生动物生物链完整，是鸟类优质的栖息场
所。据成都观鸟会连续多年的观察统计，青龙湖
已记录野生鸟类211种，其中稀有、易危、濒危鸟
类30种，特别是观察到3只青头潜鸭，该种群全
球不足500只。根据鸟类栖息捕食繁殖等活动特
点，水库划分出生态禁入区。

文态上，对惠王陵、朱熹宗祠等文保点位进
行了“修旧如旧”的修缮，并对外开放。该片区将
结合地铁4号线建设一个1500个车位的“P+R”
停车场。还将结合成都大学和十陵的社会经济
发展，在附近规划建设一条商业街区。

2012年，成都在绕城高速公路两侧设立
环城生态区。2013年5月，锦城湖全面建成。
整个环城生态区规划187.15平方公里，其中
生态用地133.11平方公里，具备生态保护、水
资源调蓄、城市应急避难等功能。

“六库八区”湖泊水系规划为环城生态区
的核心内容。“6个水库按照基本农田保护的
原则，规划编制都已完成，正向水利部申报。”
市建委副主任屈军透露，批文正式下发后，其
余4个水库将陆续动工，2020年前全面建成。
未来环城生态区水库水面有12平方公里，比
两个西湖还大。“环城生态区生态用地加上城
区其余公园绿地，中心城区未来三分之一用
地都是生态绿地，这在全国都很罕见。”

昨日，由市商务委主办、各区（市）县商务局及
相关主管部门承办的“2016成都新春欢乐购”在成
都大悦城正式启动。本月24日至2016年2月4日，43
天的时间里，成都零售、会展、餐饮、旅游、文化创
意、电子商务等行业联动，“百业千店岁末狂欢 新
春欢乐玩购不停”、“平安购物跨年夜”、“主题周系
列活动”、“GO成都 购成都”四大亮点活动接连进
行，成都市民可以在家门口买到来自全球的商品。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16成都新春欢乐
购是今年6月成都向全球发布了加快建设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购物天堂的发展战略后，成都举办的首个
重大商贸促消费活动，也是四川迎春购物月的重要
活动之一。

本届新春欢乐购期间，世豪广场、优洋上品、仁
恒置地、339购物中心、钻石广场等商家将开展精彩
纷呈的跨境商品交流活动。新春欢乐购重磅打造的

“成都好好耍”微信平台也正式上线。活动期间，蓉
城的百货、服饰、家居、餐饮、文化、生活、体育等零
售业态的重点商家将通过“成都好好耍”微信平台
派发总价值超过千万元的新春欢乐购专属红包。此
外，本届成都新春欢乐购期间，还将举办系列主题
周活动。

作为成都新春欢乐购的传统活动，今年跨年延
时销售活动将继续在全城各大商场、卖场举行。12
月31日晚，伊藤洋华堂（春熙店）、群光广场、伊势丹
百货、IFS、茂业天地、时代百盛、来福士等商家将销
售时间延迟到元旦凌晨，并开展全年力度最大的促
销活动。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亲水又怀古 青龙湖一期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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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市委外宣办新闻发布

目前，成都已建成锦城湖、青龙湖一期、
白鹭湾生态湿地、龙泉驿花田湿地、温江金
沙湿地等7个湖泊湿地，面积达11平方公里。
正建设高新中和湿地、双流江安湿地、高新
绿舟等项目，面积约4平方公里。在城市通风
口、滨水涵养地、拆迁复绿区等区域集中植
树，基本形成了“三山、木兰、锦江、江安、两
河、犀安”6片城市森林，面积约26平方公里。
还建成绿道约290公里，基本形成“一环八
联”的环城绿道网络。

屈军表示，将来每名市民乘公共交通30
分钟，即能享受环城生态区“山地、森林、湖
泊、河流、湿地、绿地、田园、绿道”多景融合的
绿色福利。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王垚 叶燕

新闻发布会更多内容见05版

环城生态区绿色福利

乘公交半小时内可享受

成都新春欢乐购昨启动
家门口买全球商品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张魁勇）昨
日，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学习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城市工作会议和省委常委会
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省委常
委、市委书记黄新初主持会议并讲话。市
委副书记、市长唐良智，市委副书记、市纪
委书记邓修明，市委常委朱志宏、王忠林、
陈建辉、刘仆、胡元坤、吴凯、王波、罗相水
出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于伟，市政
协主席唐川平列席会议。

会议指出，12月18日至21日，中央经济
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
发表重要讲话，总结2015年经济工作，分析

当前国内国际经济形势，部署2016年经济工
作。李克强总理具体部署了明年经济社会发
展重点工作，并作了总结讲话。这次会议，是
在“十二五”与“十三五”交替之际召开的一
次重要会议，是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
将“五大发展理念”具体化的一次关键会议，
对于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奋力打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攻坚决战具有重要意义。
期间，20日至21日，中央还召开了城市工作
会议。这是继1978年之后，时隔37年，中央再
次专题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充分体现了中央
对城市工作的高度摆位，对于科学推进城市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23日下午，省委召开常

委会议，就中央两个会议的精神进行传达贯
彻，王东明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

会议强调，要准确把握中央和省委对
经济形势的重大判断，科学分析明年我市
经济工作的基本形势。谋篇布局，首在度
势。中央和省委都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
的经济形势作出了重大研判，概括起来，就
是“机遇仍在、任务紧迫”。之所以讲“机遇
仍在”，是因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是好
的，潜力大、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同时，结
构优化、动力转化、改革深化的红利正逐步
释放，我们仍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之所以讲“任务紧迫”，是因为当前我们面

临很多困难和挑战，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
大、人口红利逐渐消失、要素成本快速提
高、传统优势不断削弱、资源环境约束日益
增强，特别是结构性问题比较突出，这些都
是绕不过去的历史关口，迫切需要加快改
革创新，着力破解好发展难题。我们要准确
把握这一系列重大判断，紧密结合成都经
济运行的指标特征，科学分析明年经济工
作的基本形势，为做好工作部署安排打下
坚实基础。同时，要坚持辩证思维，既看到
困难和挑战，更看到机遇和利好，坚定信
心、保持定力，通过科学谋划、积极作为，牢
牢把握经济工作主动权。 紧转02版

市委召开常委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城市工作会议和省委常委会议精神

打破供给约束 更新供给结构 提高供给效率
黄新初主持会议并讲话

■昨日13时50分，乘坐从成都前往阿姆
斯特丹航班的法籍旅客亨利，成为成都边防检
查站2015年度验放的第400万名出入境旅客

■标志着成都航空口岸年度出入境旅客
流量突破400万人次大关，跃居我国对外开放
航空口岸第四位

一是着眼增强发展动力，纵深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工作
二是着眼扩大有效供给，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步伐
三是着眼推进结构优化，加快化解过剩产能
四是着眼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积极降低企业经营成本
五是着眼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积极防范各类风险

明年重点抓好
五方面工作

年度出入境旅客 成都首破400万

成都最牛名中医为你把脉问诊，最牛摄
影师为你量身打造写真集，最诱人的吃喝游
乐大礼包，8分钟约会拯救单身男女……

下周一正式报名
继续征集主题车厢“金点子”，入选者将

获专列优先通行证

商报新媒体路演专列
八大主题车厢

车长揽客
有绝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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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新兴板
与创业板有九大不同

在湖边弹弹吉他，很惬意 摄影记者 刘海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