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乐业的前提，是安居。
作为国际化都市新区，不仅取决于城市的经济实

力，更取决于城市的功能配套和公共服务，让人们生活
更为舒适便捷，亦让少有所教，老有所医。

地处“天府之国”成都平原腹心地带，郫都区位优势
突出，是成都国家中心城市建设主城区版块。地铁2号
线、成灌快铁、成都绕城高速、成都第二绕城高速公路
等，构成了郫都现代立体交通网络，让郫都区畅行无忧。

区域内，聚集了包括华西医院上锦分院、省医院西
区医院等400余家医疗机构。新落成的郫都区图书馆、
体育馆等一系列大型公建配套，全域供电、供气、光纤、
宽带等基础设施不断扩容，教育、卫生、文化、商务等更
加优越，为投资者和居家置业者提供了方便的生产生
活服务。

郫都的国际化都市新区之路正在加快推进。地铁6
号线、有轨电车蓉2号线等轨道交通正在建设，菁蓉立
交、犀浦地铁站综合枢纽、地铁郫筒车辆段上盖综合工
程等重大交通建设项目正在加快实施，红光大道、望丛
中路、沙西线等城市干道综合整治工程也在推进。精心
打造的地铁物业和站点商业，将形成高品质景观轴线、
高层次商业轴线。

近日，该区总投入25亿元的民生项目抢先发力，打
响项目年建设“第一枪”，十大类、56个2017年民生实事
项目宣布全面启动！郫都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围绕全区
群众所想所盼所需，对标城区标准，郫都区将不断加大
民生投入，今年启动实施交通出行、市容环境、教育医
疗等一系列重大工程，不断完善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公
共服务质量和城市国际化现代化水平，让郫都区更加
和谐宜居、更加美好。

从县到区，郫都的城市品质正在发生着巨变！
成都商报记者 肖刚 图片由郫都区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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郫都区：生态新区助推经济转型发展

2016年12月，撤县设
区，从“郫县”到“郫都”，仅
一字之差，背后却承载着
成都建设国家中心城市对
郫都的期望——打造“电
子信息和双创产业基地、
国际化都市新区”。国际化
都市新区应该有怎样的格
局？年轻而充满活力的郫
都有怎样的发展潜力？成
都商报记者走进郫都，带
你发现郫都价值。

看一个地方的生态好不好，首先
是看这里的水怎么样。郫都是成都市
最大的饮用水源地，承担了市区90%
以上的饮用水供给。用这个数字来诠
释郫都的生态，比任何形容词都来得
更为直接。

郫都之美，最美在水。郫都是
都江堰自流首灌之区，上风上水，
八河并流。大力实施生态环境攻坚
行动，加大成都饮用水源地保护，
维护好河、湖、林、田等良好的生态
本底和自然环境，是郫都作为国际
化都市新区的责任和担当。

得天独厚的水资源，加上平坦
肥沃的膏腴之地，郫都生态植被良
好，气候温润宜人，区域内绿树成
荫，处处花香迷人，城市建成区绿地
率达39%，绿化覆盖率达43%，人均
公园绿地9.52平方米。

良好的生态本底，加上始终将
生态作为最宝贵的资源来保护和利
用，郫都已经成为人们休闲旅游乃
至定居的好去处。3月1日，位于三道
堰徐堰河湿地公园的空中绿道正式

开放，从空中俯瞰犹如双龙饮水、长
虹卧波，是名“双虹桥”。而依托“中
国十大最美乡村”的青杠树村的品
牌效应，三道堰镇将连片建设三堰
村等多个村社，创建泛青杠树5A景
区，着力建设都市旅游首选地和国
际乡村旅游目的地。

郫都区将持续开展对水体、土
壤、大气的治理，着力改善生态环境质
量，深入推进环境综合整治。坚持生

产、生活、生态“三水共治”，做好水安
全建设、水环境保护、水生态恢复、水
景观打造、水文化传承“五水文章”。高
品质建设沱江河等主要河流景观提升
工程，加强沿河布绿造林，将河流水系
打造为绿环水绕、人水相亲的生态廊
道、景观廊道、人文廊道，成为城市最
亮丽的风景线，同时努力打造天蓝、地
净、水美、树绿、花香的生态郫都，争当
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排头兵。

3月16日，郫都区“项目
年”建设传来捷报，包括精密
仪器、生物医药、食品加工、房
地产等多个领域的共68个项
目集中开工建设，总投资额达
205亿元。阿尔刚雷绝缘连电
转化基地两栋大楼已经主体
完工；占地60多亩的华通创志
科技园也正在抓紧修建，作为
华为集团云储存全球研发中
心的配套项目，将承接华为、
索尼、日立等企业项目测试、
办公等服务外包；成都佳驰电
子公司项目也正在加紧施工，
将建设科技部国家工程研究
中心的成果转化重要基地
……

新经济产业园并非凭空
生造，而是郫都区因势利导，
伴随着国家双创示范基地而
设立的新型园区。最新数据

显示，菁蓉镇目前已聚集创
客 13000 余 人 ，引 进 两 院 院
士、“千人计划”专家等高层
次人才31名，汇集大数据、无
人 机 等 新 兴 产 业 项 目 1463
个。新经济产业园将承接菁
蓉镇创新创业“溢出效应”，
规划面积5.09平方公里，重点
发展电子信息、大数据、新材
料、新能源、生物医疗、高端
医疗设备等新型产业，随着
一批重大产业化项目的引
进，一个新经济产业聚集区
正“破茧而出”。

通过加快实施“创新驱
动、转型发展”，郫都区已形成
了“一镇一港三园一总部”的
产业布局，国际化都市新区正
吸引着中软、华为、中航、万
达、绿地、法国迪卡侬等国内
外知名企业在这里扎根发展。

八河并流
争当建设美丽中国典范城市排头兵做美生态

总投资超200亿
郫都新经济产业园雏形初现

对标城区
今年56个民生实事项目全面启动

做强产业

做优配套

多条轨道交通让住在郫都更为便捷

郫都区新体育馆预计今年年底全面建成

中国十大
最美乡村
——郫都
三道堰青
杠树村

陈明坤介绍，在草拟《龙泉山
城市森林公园规划建设思路》之
前，他和团队考察、研究了多个国
际国内著名的城市森林公园。德国
黑森林、维也纳森林公园、广州白
云山森林公园、南宁青秀山森林公
园都是借鉴的对象。

陈明坤说，德国黑森林在工业
革命中遭到了很多人为破坏，德国
在建设黑森林时，首先做的是恢复
植被，用人力来恢复森林的功能，等
达到一定的森林覆盖率，森林系统
的自我修复能力就会显现，完整的
森林生态系统就会建立起来。“我们
可以看到，恢复植被是首先要做的，
也是最重要的，没有完备的森林系
统，就不可能有森林公园。”

“奥地利维也纳森林公园不仅
规模与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接近，
其形态也很相像——森林距离城

市很近，城市、森林相融。”陈明坤
称，维也纳森林公园与城市融合、
为市民提供服务功能的特性，很多
做法都值得借鉴。

“白云山公园里有很多小的、主
题式的公园，这种‘园中园’的形式，
提供了丰富的功能，这一点我们非常
看好，也觉得适合成都。而南宁青秀
山森林公园在规划建设上的前瞻性、
科学性都非常好，技术也非常先进，
能将公园内的地表水渗流到南湖中
去，连道路的渗水功能都非常好。”陈
明坤介绍说，这些国内外森林公园建
设的经验，他们都做了总结和建议，
并反映在《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规划
建设思路》中，“我们希望、也相信，通
过十几年的努力，龙泉山会发生显著
的变化，最终变成我们期望的国内一
流、国际知名的城市森林公园。”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成都商报讯（记者 辜波）昨日上午，
住建部召开整顿规范房地产开发销售
中介行为电视电话会议。通报了近期各
地查处的30家违法违规房地产中介机
构和开发企业。其中，四川世联行兴业
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成都世茂新城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2家公司上榜。

昨日下午，市房管局专门召集45家
大中型经纪机构负责人和限购区域内
的12个区（市）县房管局负责人，召开整

顿规范成都市房地产中介行为工作会。
会议通报了四川美佳园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违规行为；传达了住建部电视电话
会议内容，对我市中介整治工作提出了
要求。市房管局表示，下一步我市将坚决
打击以下10类违法违规行为：违规代理
销售；发布虚假房源；恶意抬高房价；违
规收取销售费用；伪造证明材料，规避限
贷限购政策；无证销售；恶意炒作；加价
出售；违规搭售；一房两卖等。

关于限购政策，市房管局再发知识问答

限购前签订的
房屋买卖合同能解除吗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市房管局了
解到，针对部分群众对目前住房限购政
策所关心的一些具体问题，按照合法、

真实、自愿的原则，市房管局进一步制
定了《2017年住房限购政策的知识问答
（二）》。

答：可以解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印发<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的通知》（法办〔2011〕442号）有关规

定，房屋买受人在合同签订后由于相应
住房限购政策的实施而无法办理房屋
交易手续的，买受人以不可归责于双方
当事人的原因导致合同目的无法实现
为由，请求解除合同，返还所支付的购
房款和定金的，可以支持。当事人并主
张赔偿损失的，原则上不予支持。

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后，因实施限
购政策，买卖双方能否解除合同？如果
解除合同，双方需如何承担法律责任？

1

答：2017年3月24日零时前，买卖双
方未在成都市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完成
打印存量房经纪服务合同或者存量房买
卖合同，双方自愿继续履行合同，且能够

提交下列证明材料的，在2017年5月31日
前可以办理交易手续；逾期未申请或不
能提供下列证明材料的，将不予受理。

2017年3月24日零时前买方向卖方支
付购房定金、部分或全部购房款（不含现金
支付）的银行转账有效凭证（POS单、转账
单等，收款人必须为卖方），买卖双方对提
交的证明材料真实性负责。通过中介机构
成交的，由中介机构组织收集相关材料，以
集体件预约方式分批申请办理；中介机构
对交易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并提供承诺书。

张某出售有产权证的住房1
套，购房人王某已经支付了部分
房款，2017年3月24日零时前尚未
在成都市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完

成打印存量房经纪服务合同或者存量
房买卖合同的，能否办理交易手续？

答：2017年3月24日零时前，买卖双方
未在成都市存量房交易服务平台完成打

印存量房经纪服务合同或者存量房买卖
合同，双方自愿继续履行合同，且能够提
交真实的银行于2017年3月24日零时前受
理购房人购买该房屋贷款申请证明材料
的，在2017年5月31日前可以办理交易手
续；逾期未申请或不能提供证明材料的，
将不予受理。通过中介机构成交的，由中
介机构组织收集相关材料，以集体件预约
方式分批申请办理；中介机构对交易资料
的真实性负责并提供承诺书。

李某从邓某处购买有产权证
的住房1套，2017年3月24日零时
前尚未在成都市存量房交易服务
平台完成打印存量房经纪服务合

同或者存量房买卖合同，也未有支付房
款凭证，但李某已经向银行申请购房贷
款，并经银行受理，能否办理交易手续？

2

3

答：不能。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
法》第三十条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
属证书的房屋，不得转让。4

谢某拥有一套住房，尚未取得产
权证，又将该房屋出售给周某，私下
签订了买卖合同，且周某支付了购房
款，购房人周某能否办理交易手续？

成都房管局严打房地产中介10类违法违规行为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规划建设思路》的主要起草人：

在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休闲、康养、健身、教育
这些需求都能满足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对
民生的最大好处，还是要说生
态改善，然后是游憩服务、产业
发展给市民带来的福利。”据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规划建
设思路》的主要起草人、成都市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院院长陈明
坤介绍，城市森林公园的建设
显见的民生福利会有三方面。

他还介绍称，龙泉山城市
森林公园的规划建设思路融入
了德国黑森林、维也纳城市森
林、白云山森林公园等多家国
内外知名公园的经验，“所以国
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目标是值
得期待的。”

陈明坤介绍，成都正在市域
内构建‘两山两环、两网六片’的
生态安全格局。其中两山是指西
部的龙门山脉和东部的龙泉山
脉，两山相比较，龙门山脉生态
本底优厚、森林系统完整、大熊
猫、金丝猴、雪豹等珍稀动物都
有分布。而龙泉山脉生态相对脆
弱，陈明坤表示，补上这块生态
短板，是一件必须要做的事情，

“只有补齐短板，才能为市民创
造更安全、更美好的人居环境。”

他认为，龙泉山城市森林公
园“生态绿洲、城市绿肺”的生态
定位，准确地描述了这个超大城
市森林公园将来会发挥的作用。

“对成都市民来说，龙泉山城
市森林公园是一个难得的游憩好
去处，这在全国的特大城市周边
都不多见。”陈明坤阐释道，除了

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需求之外，游
憩也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特别
是对于都市人，能有一个亲近自
然的场所，对身心健康非常有好
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核心
区，距离天府广场30公里左右，距
离天府新区也非常近，这在全国
的特大城市都不多见。而且，龙泉
山易进入，随着各项设施逐渐建
成，市民的各项游憩需求，如休
闲、康养、体育、教育基本都可以
在这里得到满足。”

第三个显见的民生福利，陈
明坤认为是城市森林公园将促
进产业发展。“随着生态本底的
逐步向好，现代林业、现代都市
农业会紧跟着发展起来，然后就
会延伸至乡村旅游、森林康养、
体育健身等产业。而产业，又会
造福当地居民。”

带来三方面民生福利 思路借鉴国内外经验

28日，从空中俯瞰，龙泉山植被茂密，未来将作为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的一部分 成都商报摄影记者 张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