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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首条“海绵”人行道预计明年完工
中环路将成一条“会呼吸的道路”

将一桶水快速倾倒在地面上，
顷刻间，水沿着地砖间的缝隙快速
流下，不到半分钟，地面已无明显积
水或水洼。

通过强化路面对雨水快速渗
透、存储的功能，达到“小雨不湿鞋、
大雨不积水”功效——这是成都中
环路“变身”海绵体所承担的重要任
务。

今年8月，随着成都市人民政府
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
设的实施意见》，一场全域提升城市
韧性的工作全面拉开。未来的成都，
不只是道路，公园、绿地、社区、湖泊
等都将成为海绵体。

海绵型人行道
增加两三成吸水能力

今年6月，当整治一新的首段中
环路“海绵人行道示范段”出现在市
民眼前时，不少人发现，这条路跟传
统的人行道都不一样：人行道地砖
没有进行填缝处理，其缝隙呈上窄
下宽的“喇叭状”。

为了模拟大雨场景，工作人员
将一桶水快速倾倒在地面上，顷刻
间，水沿着地砖间的缝隙快速流下，
不到半分钟，地面已无明显积水或
水洼。这条示范段的“玄机”在地面
之下——在由五层不同材料铺装的
地下结构中，从上往下依次铺排了

碎石层、渗水土工布、透水混凝土、
级配碎石层等不同材料。雨水一旦
流入地下，将快速渗漏。

“与普通道路相比，这个结构的

人行道下层增加了20%~30%的吸水
能力；而在地砖与这个海绵结构之
间，我们故意留出缝隙，便于雨水快
速渗漏。”成都建工路桥公司相关负

责人介绍，除了暗藏地面以下的海
绵结构，人行道下面还设置有与市
政雨水管道相连的雨水收集管道，

“假如海绵结构‘吸不赢’雨水了，多
余的雨水就会顺着管道排到市政管
网中。

工作人员打开一处预留井，地
层结构一目了然——位于最下方的
砾石层可增加30%的储水力；上面的
中粗砂层主要起过滤作用；再上面
才是栽种植物的种植土层。而在不
远处，一个雨水花园已建成——花
园中间的水池由雨水积蓄而成，四
周地势形成一定坡度，由水生植物
过渡到喜水植物。

首条全部按海绵城市理念
改造的人行道

中环路地铁7号线道路恢复提
升工程涉及中环路全线约42公里道
路，融入海绵城市理念建设，是该工
程的亮点之一。第一阶段先行对具
备实施条件的26公里道路进行恢复
提升建设；第二阶段结合地铁7号线
站点建设进度及时开展剩余16公里
道路的恢复提升建设。

“预计明年完工的中环路人行
道，将成为我市首条全部按照‘海
绵城市’理念建设的人行道。”而随
着地铁7号线的完工，预计到2017
年底，整个中环将完成42公里的整

治，“42公里长的城市道路全部按
照‘海绵城市’理念进行打造，这在
全国也不多见。”市建委城建处相
关人士表示。

自去年以来，成都就启动了海
绵城市建设。今年8月，随着成都市
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推进海
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一场全
域提升城市韧性的工作更是大面
积拉开。

今年成都将全面推进“5+2”工
程。“5”即环城生态区海绵综合体工
程、海绵型城市水生态工程、海绵型
绿地工程、海绵型小区建设工程、海
绵型道路工程，“2”即示范区工程和
示范点工程。

按照“一年起步、两年见效、三
年成型”的步骤，目前成都市建委已
编制海绵城市建设项目库。项目库
总计130个项目，总投资554亿元。

其中，今年的重点是实施中环
路人行道示范工程；启动圣灯公园、
杉板桥公园、二仙桥公园、摸底河公
园、金融城中央公园、桂溪生态公园
等一批海绵型公园绿地建设；每区
要按照海绵城市建设要求开展三处
黑臭河流治理、两处老旧院落改造、
两条中小街道维护改造项目等。按
要求，今后成都市市域范围内新建
项目将全部按照海绵城市建设要求
实施。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先办理值机手续，再搭乘地铁
或出租车前往机场坐飞机——这样
的枢纽，在行业内被称作城市航站
楼。很快，成都就将启动城市航站楼
建设。

12月1日，锦城广场P+R地下停
车场项目环评文件挂网公示，根据
公示文件，该项目投资约23亿元，建
设内容为7个板块，包括P+R地下停
车场、城市航站楼、公交车站、地铁
车站、地面生态公园等。昨日，记者
从成都高新区城管环保局获悉，该
项目已获得“加急”审批，今年底明
年初就将开建，明年12月建成。届
时，2000多个停车泊位；占地4599.52

平方米的城市航站楼，将为市民的
工作和出行提供方便。

项目建成后
将有2000多个停车泊位

早上驾车停进P+R地下停车
场，然后换乘地铁抵达工作单位，下
班后再乘坐地铁到达停车场，驾车
回家——这样的场景，将很快覆盖
到更多人口密集的区域。此次获批
的锦城广场P+R地下停车场项目涵
盖7各板块，集停车场、城市公园、公
共交通枢纽和商业中心为一体。规
划总建筑面积为225275.48平方米，

其中地上建筑面积为8941.16平方
米。项目建成后，将有2000多个停车
泊位，与地铁1号线、11号线、18号线
和29号线相交。来此停车换乘的市
民，可无缝换乘轨道交通到达市区
各处。停车场内还有公交站和出租
车落客区。

文件显示，项目位于天府大道东
侧、锦悦西路南侧、绕城高速以北区域
的规划用地红线范围内。从地图上看，
项目北侧紧邻锦悦东路，东北侧紧邻
科华南路、府河；东侧紧邻绕城高速匝
道；南面紧邻绕城高速（外环）；西侧紧
邻天府大道北段，路对面为环球中心；
西北侧为成都高新孵化园，充分连接

了 四 面 八 方 的 人 流 。整 体 投 资
229523.08万元，计划于2017年12月投
入运营。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最大的外
观亮点，是将采用3个玻璃穹顶，结
合景观草坡，将体量巨大的交通枢
纽、商业综合体置于玻璃穹顶之下，
并从基地东侧做草坡向商业倾斜，
将原本位于地下的商业打开面向室
外，使外界的良好景观渗透进入室
内，打造丰富的景观与建筑融合体
验。

首设城市航站楼
到机场前先办乘机手续

到天府国际机场坐飞机前，可
以先到锦城广场“刹一脚”，未来，在
这里可以办理换取登机牌、托运行
李等登机手续，让市民减轻负担，轻
松赶往机场。在锦城广场P+R地下
停车场项目规划中，由于地铁18号
线（新机场线）经过，将在地下室二
层设置一个面积4599.52平方米的城
市航站楼，方便市民办理乘机手续。
未来，市民前往天府国际机场坐飞
机，可在该城市航站楼内提前办好
手续，再乘坐地铁前往。根据规划，
项目将预留航站楼主体空间，明年
12月就将建成。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总决赛 6支队伍角逐冠军

昨日傍晚6点左右，川大华西校
区的篮球场格外热闹，一场激烈的
篮球赛正在这里举行。与众不同的
是，球员们肤色各异，吼叫的也是

“shoot！”“go！go！go！”等英语。原来，
在这一天，共有6支队伍要在这里激
烈比拼并角逐出本赛季冠军。经过
2016年一整年常规赛的汗水和付
出，昨日，所有球员都充满斗志，想
捧起那座冠军奖杯。

第一场比赛是Shamrock队对战
World Squad队，一开始Shamrock优
势明显，而World Squad也不甘示

弱，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World
Squad队员一个漂亮的盖帽，让大家
信心大增，发出兴奋的呐喊。

球场边，计分员也毫不马虎，紧
地盯着场上球员的每一个动作。旁
边的球场上也人气旺盛。在主赛场
一旁，是其他等待比赛的篮球队正
在热身。即将上场是The Iron Pigs，
队长是来自美国的Deren，他带领着
球员们正在旁边的场地上热身，对
于当晚的比赛，Deren相当有信心。

“毋庸置疑，冠军是我们的。”Deren
对成都商报记者说，“不过即使我们
输了比赛，我也很开心，因为过程本
身更重要”。

半年筹备 搞了个迷你NBA

据悉，这场篮球冠军争夺赛，队
伍全部来自Chengdu International
Basketball League（以下简称CIBL），
这是一个由在成都的老外发起的篮
球联盟，球员大多是在成都的老外。
来自美国芝加哥的Julius是联盟发
起人。Julius曾是芝加哥公牛队培
训学院的教练，酷爱篮球。4年前，
Julius来到成都，在四川大学担任
英语口语教练，闲暇时光，Julius总
喜欢和其他老外朋友一起打球，
但这并不能满足Julius的胃口，“我

很熟悉NBA的一整套流程，为何
不把美国的NBA带到成都来呢？”
去年的一天，他突然萌发这样一
个念头。

说干就干，Julius开始号召身边
的“篮球迷”朋友，积极组建队伍。联
盟的成立对Julius来说，最难的就是
召集队员，“作为老外，我在成都认
识的人很少，圈子也比较窄，光靠朋
友介绍引荐，肯定是不够的。”为了
拓展球员，Julius印了很多CIBL联盟
的召集令，在酒吧、餐厅张贴，甚至
每天跑到商场门口去发“小传单”。

Julius的努力，很快收到回报，
仅仅半年多时间，有6支队伍的联

盟就此成立。经过两年的不断壮
大，现在联盟中已有70多名队员，
同时，每周比赛还有两名专业裁判
在现场把关。联盟每周都会举行一
次常规赛，一年有两个赛季。

由于联盟迅速成长，今年9月，
Julius邀请朋友帮他一起组织比赛。
这个联盟相当专业，每支队伍都有
自己的赞助商。由队长自己吸纳队
员并寻找赞助商，赞助商会提供统
一队服。昨日，Julius既担任计分员，
又是球员，忙得不亦乐乎。他充满信
心地说，明年，球队将扩大到12支，
球员增至140名。 成都商报记者
沈杏怡 摄影记者 王红强

更正：本报12月18日02版《成都最大
规模公交充电场站月底投用》一文中：“据
我们测算，充满一辆车需要150度电，充电
1万度，可减少碳排放102220吨，节油4444
万升”应为“据我们测算，充满一辆车需要
150度电，充电1万万度（1亿度），可减少碳
排放102220吨，节油4444万升”。特此更正
并致歉。

推 进 绿 色 发 展 建 设 美 丽 中 国 典 范 城 市

联盟发起人Julius（蓝衣
者）在现场计分

成都规划城市航站楼主体空间明年建成
锦城广场P+R地下停车场项目将开建 首设城市航站楼将让市民出行更便捷

老外在成都搞了个老外在成都搞了个
““迷你迷你NBANBA””

在成都，一群老
外搞了一个像模像样
的迷你NBA，这个迷
你NBA的发起人，是
来自美国芝加哥公牛
队培训学院的教练
Julius。

6支队伍，70个球
员，在四川大学华西
校区篮球场，每周打
一次比赛，球员们有
的来自半专业篮球
队、还有的是企业高
管、留学生，球员们几
乎来自世界各地。

“海绵城市”示意图 本报资料图片

昨日，川大华西校区，成都“迷你NBA”正在比赛。图为Shamrock队和World Squad队正在激烈对抗

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
加快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紧接01版 二要全面构建国家中心城
市战略体系。要筑牢“五维支撑”，整体协
调推进，加快建设西部经济中心、科技中
心、文创中心、对外交往中心和综合交通
枢纽；要大力实施“七大任务”，加快推动
城市空间结构优化和战略转型，推动城市
发展动力由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换，加
快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夯实城市发展的经济基础，提升与国家中
心城市相适应的文化软实力，深入实施生
态文明建设2025规划和美丽成都行动，让
成都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城市更为宜
居、生活更加绿色生态，进一步推进建设

“健康成都”“幸福蓉城”，建设与国家中心
城市相匹配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三要系统谋划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行
动纲领。市委坚持“干五年、看十年、谋划
三十年”，以长远规划定发展方向、以专项
规划确定工作任务、以年度计划排定时序
进度，形成了一套近、中、远相结合的行动
纲领，成为城市发展的总纲、建设的蓝图
和管理的依据。加快完善和报批新一轮城
市总体规划，为成都新一轮城市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加快推进2049远景战略研究，
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目标的基础上，谋划
更长远的城市发展蓝图；加紧编制国家中
心城市行动纲要，研究提出若干重大行
动，作为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系列抓
手；系统编制2025战略规划，从任务和措
施层面对重点工作作出明确安排。

唐良智说，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关键在
党、关键在人。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坚决贯彻
中央十八届六中全会、省委十届九次全会
和市委十二届八次全会决策部署，贯彻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担负起全面加强党
的建设和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发挥党的
领导核心作用，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
队伍，团结带领全市人民共同奋斗，为成都
改革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组织保证
和作风保证，加快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一要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全面加强党的建设。要加强党的思
想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进一步树
立“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自觉做
到“五讲”；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严格落
实中央“好干部”标准、“三严三实”要求和
省委“三重”导向、“三个六”用人要求，真
正把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不
出事的干部选出来、用起来；要加强党的
作风建设，要以“钉子回脚”的精神，切实
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推进作风
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进一步提升广大干
部的精神区位；要加强党风廉洁建设，全
市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坚决担负起
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深入推进党风廉
洁建设，努力构建不敢腐、不想腐、不能腐
的长效机制，深化“廉洁成都”建设，巩固
风清气正、崇廉尚实的良好政治生态；要
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要坚决贯彻执行好

“一准则两条例”，落实省委《关于加强和
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严格党内监督 巩固
发展良好政治生态的决定》，推进全面从
严治党、依法治党。

二要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
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要始终把选人用
人作为关键性、根本性问题来抓，大力选
拔任用“五讲”、“三专”优秀干部队伍，着
力锻造一支符合国家中心城市建设需要
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以上率下、引领示范。
要始终做到讲政治，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党中央集中统
一领导；要始终做到讲科学，进一步提升
专业知识、专业能力和专业精神；要始终
做到讲实干，弘扬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推动形成我市“雷厉风行、真
抓实干”的作风品牌；要始终做到讲团结，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要始终
做到讲廉洁，全面落实党内监督责任。

罗强在主持开班式时说，唐良智书记
的主题报告，明确指出了当前及今后一个
时期推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着力重点
和努力方向，既讲清楚了怎么看，又说明
白了怎么干，既高屋建瓴，又生动具体，为
我们更好地推进国家中心城市建设指明
了方向、明确了思路、凝聚了共识。大家要
认真组织学习研讨，切实抓好贯彻落实。
一要全面系统地把握报告精神，不断深化
对报告精神的领会把握，切实把思想行动
统一到报告精神上来，推动市委市政府各
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二要切实增强抓落
实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牢固树立知行合
一、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精神风貌，不断
锤炼自身领导能力和知识素养，更加有力
地推动国家中心城市建设，增进全市人民
福祉。三要珍惜学习机会、提高学习成效，
自觉遵守读书班各项纪律，认真学习、深
入思考、加强交流，确保取得实实在在的
学习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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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瑞武、
廖仁松、王川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
政府副市长、党组成员，市政协副主席，市
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成都警备区
司令员，市长助理等出席开班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