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权声明:本报所刊作品未经本报许可，不得转
载、摘编。本报法律工作室电话：028-86783636

01版/02版 责编 尹曙光 编辑 何先菊 美编 袁治华 叶燕 校对 田仲蓉 陈婕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要闻
2017年4月28日 星期五

02

来
吧
来
吧

一
起
迎
接
成
都
下
一

一
起
迎
接
成
都
下
一
个个

黄
金

年

！！

5

昨日昨日，“，“中央财政支持地下综合管廊中央财政支持地下综合管廊、、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交流汇报会海绵城市建设试点工作交流汇报会””在成都举行在成都举行，，财政部副部长刘伟财政部副部长刘伟、、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倪虹、、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参加会议并讲话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参加会议并讲话。。会上会上，，作为综合管廊试点城市作为综合管廊试点城市，，成都市作了典成都市作了典
型经验发言型经验发言，，建设效果建设效果也被作为也被作为““成都样本成都样本””全国推广全国推广。。汇报会召开之际汇报会召开之际，，适逢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举行适逢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举行，，跟汇报会跟汇报会
上提出的诸多城建新理念相吻合的是上提出的诸多城建新理念相吻合的是，，本次党代会在城市转型升级本次党代会在城市转型升级、、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上落实五大发展理念上，，也提出诸多类似构想也提出诸多类似构想。。

此次汇报为何选择成都此次汇报为何选择成都？？成都取得了什么成效成都取得了什么成效，，有什么亮点有什么亮点？？在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上在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上
该如何发力……昨日该如何发力……昨日，，住建部副部长倪虹接受了成都商报记者专访住建部副部长倪虹接受了成都商报记者专访。。多次往来成都的他多次往来成都的他，，对宽窄巷子念念不忘对宽窄巷子念念不忘，，
认为成都就应该挖掘独有的认为成都就应该挖掘独有的““天府文化天府文化”，”，这才是真正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建设这才是真正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建设，，也是成都的核心竞争力也是成都的核心竞争力。。

住建部副部长倪虹：

挖掘天府文化
是核心竞争力

大力发展管廊和海绵城市 说明成都非常重视城市内涵发展
“在成都召开党代会期间，财政部、

住建部、水利部选择在成都召开管廊和
海绵城市的工作会，这是对成都工作的
肯定。”倪虹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从去年4月获批全国第二批地下综
合管廊试点城市以来，成都已建成廊体
约11.16公里，完成投资约20.57亿元。到
今年底前，59公里试点项目将全面建成
并实现管线入廊。同时也在加快推进海
绵型小区、海绵型市政、海绵型公园等建
设，全面推进130个示范项目实施。

倪虹提到以前看过的成都一个管

廊点位，把排水沟做到了管廊里面。“这
个印象很深刻。”他认为，规划统筹上就
是要创新，排水入廊，这是成都因地制
宜，做得很好，有自己的特色。

在管廊建设上，倪虹建议成都要注意
统筹，坚持以地上地下“多规合一”为抓
手，将各类规划相互衔接，建立起统一的
规划体系，达到城市建设整体最大效益。

倪虹特别提到，他之前和成都市委
主要领导有过交流，对“构建现代化高品
质的城市设施体系，完善市政公用设施，
加快污水和垃圾分类处置设施、地下综

合管廊、海绵城市建设”等表述写进党代
会报告印象深刻，“成都在管廊上另一个
特色是注重规划的统筹、品质的保证，注
重运营的长效机制的建立，这很不错。”

从城建角度来讲，管廊和海绵城市
建设使城市既有“面子”更有“里子”。倪
虹认为，大力发展综合管廊和海绵城
市，说明成都非常重视城市的内涵发
展，充分体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从这一点
来说，是得到住建部充分肯定的。”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李彦琴

把生态文明、人文特色做出来 才能成为一个城市新的竞争实力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

心城市，成都具备哪些优势和条件，又该
怎么做？倪虹认为，《报告》中提到的“天府
文化”，正好契合了自己的观点：一座城市
要提升城市内涵，挖掘内在文化，要利用
好现代技术和新的发展理念，传承历史文
化，弘扬现代文明，建成符合时代发展要
求的城市，“这才是真正体现新发展理念
的建设，也是一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

城市转型：
从数量追求到品质提升

“城市发展的第一个转型，一定要
是从原来的规模扩张型，向内涵提升型
来转变。”倪虹认为，这是一个大方向，

“总书记曾提到城市管理应该像绣花一
样精细，这已经说到了城市管理的极致
了。这给出这样一个信号：从数量的追
求到品质的提升。”

倪虹认为，把生态文明、人文特色
做出来，才能成为一个城市新的竞争实
力，“比如建高楼，你修300米，我就修
400米、500米，你打造新区，我也打造新
区，这种模式随时可能被别人超越，但
成都这个城市，有自己的锦里、宽巷子
和窄巷子，别人不好超越，因为你有历
史，有文化历史的积淀，这是一座城市
的独特印记，更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
别人不可能把你的历史积淀嫁接过去，
这就是你的特色。”

城市双修：
生态修复，城市修补

倪虹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住建部曾
提出一个重要观点——城市双修，这是
我们城市发展的新理念，“双修即‘生态
修复，城市修补’。”“生态修复”注重生
态文明，天人合一，这是很高的境界。

“城市修补”是指完善城市功能。他说，
这不是狭义的刷墙补漆之类，首先是要

“补功能，补短板”。“现代化城市，肯定
有以前没有的功能。以快递为例，以前
有信报箱，但没有收快递的方式。比如
共享单车，没有停放的地方。所以要修
补这些跟人民生活、科技进步息息相关
的细节，把我们新的、能提高生活品质
的短板补上，就是完善功能设施。”

另一个则是延续内在文化，挖掘历
史内涵，“比如外地人来成都都是看锦
里、宽窄巷子，因为他们没有这些，就应
该挖掘一个城市独有的记忆。”倪虹说，
此次跟成都市委主要领导交流时，曾提
到成都在新的城市空间布局上，要优化
中心城区的城市功能，降低中心城区开
发强度、建筑尺度、人口密度，提升产业
层次、城市品质，“这样非常不错，与成都
的资源禀赋是相协调一致的。”

改善和提升交通地位 是一座城市提升竞争力的重要要素
《报告》提出，坚持全球视野国际标

准，全面提升城市能级水平，切实增强
“五中心一枢纽”支撑功能。其中一枢
纽，为“增强综合交通通信枢纽功能”。

倪虹认为，交通是评价一个城市水
平重要的标志，改善和提升一座城市在
区域、全国、全球的交通地位，是一个提
升城市竞争力的重要要素。

他认为成都提出“增强综合交通通信

枢纽功能”是值得肯定的，“中国有好几个
城市，因为交通的改善，成为中心城市。”

倪虹提到他去过的一个地方，过去曾
是交通枢纽，马车坐一天正好到达，这让
所有的商人晚上都在这里相聚，住一晚再
走，累了或有事，就再多待一天。而今天再
去这座小城，走高速公路两个小时就到，
小城也因为现代交通组织方式而衰败。

他又以另一个中部城市为例，以前

是“盲肠”，现在成了中部成长性很高的
米字形枢纽，交通的改变，也成全了一
座城市的转型。

他认为，在新的交通体系中，高铁
和航空都占有地位，“有的是天然形成，
有的是需要自己去创造。交通不是节
点，一定要成网络，有点有网才能成为
面，才能成为一个体系。在体系中，作用
和地位才能显现出来。”

““成都这个城成都这个城
市市 ，，有 自 己 的 锦有 自 己 的 锦
里里、、宽巷子和窄巷宽巷子和窄巷
子子 ，，别 人 不 好 超别 人 不 好 超
越越 ，，因 为 你 有 历因 为 你 有 历
史史，，有文化历史的有文化历史的
积淀积淀，，这是一座城这是一座城
市的独特印记市的独特印记，，更更
是一座城市的根是一座城市的根
与魂与魂，，别人不可能别人不可能
把你的历史积淀把你的历史积淀
嫁接过去嫁接过去，，这就是这就是
你的特色你的特色。”。”

昨日，成都市规划局发
布《成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规划公告》，构建全面的保
护体系，以全域为规划范
围，以中心城区为规划重
点，保护自然文化生态格
局、文化廊道、历史城区、历
史文化街区、特色风貌街
区、特色风貌街道、工业遗
产等历史文化资源。值得一
提的是，本次规划还将已公
布的保护要素如文物保护
单位、古树名木、非物质文
化遗产等一并纳入进来。

其中，在市域自然文化
生态格局保护上，规划重点保
护龙门山、龙泉山脉、岷江水
系和沱江水系、精华灌区、川
西特色林盘等资源和景观。

在历史文化街区保护
上，对宽窄巷子、文殊院、大
慈寺、水井坊等4个历史文
化街区，分别作了核心保护
范围、建设控制地带和建筑
高度的约束与规定，如宽窄
巷子，建筑高度只能控制在
12－24米，水井坊历史文化
街区则细化到地面至建筑
檐口的高度不超过9米，局
部不超过12米。

在特色风貌片区保护
上，保护典型反映成都市文
化特色和自然风貌的14片
城市特色风貌片区，如文殊
院风貌片区、武侯祠三国文
化街区。在特色风貌街道
上，保护体现锦城历史文化
内涵、富有特色街道活动、
景观特色鲜明的特色风貌
街道60条，如春熙路、武侯
祠大街、宽巷子、窄巷子等。
工业遗产保护上，保护近现
代工业建设留下的27处工
业遗产，如机车车辆厂办公
楼、东郊记忆等。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

宽窄巷子街区
最高建筑
不能超过24米

住建部副部长倪虹
摄影记者 张士博

发展天府文化

综合交通通信枢纽

地下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

紧接01版 范锐平说，去年简阳
交由成都代管，天府国际机场启动
建设。这次党代会报告提出了实施

“东进”的重大部署，是时已至、势已
成，合规律、顺民心，是成都城市空
间布局的转折点、永续发展的新引
擎，也是简阳跨越发展的新机遇。简
阳市要切实把握“东进”机遇，围绕
大局、着眼长远，积极开展“我能为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
心城市做什么，做成什么”的大讨
论，进一步统一思想，切实提高广大
党员干部和群众的思想站位；要切
实落实中央和省委、市委脱贫攻坚
工作部署，按照“两年脱贫攻坚、三
年巩固提升、五年高标准全面小康”
的“三步走”目标，以“绣花”功夫，坚
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保持强烈的
使命感和紧迫感，以新发展理念指
导城市建设发展，科学确定城市未
来发展方向，以只争朝夕的劲头推
进赶超跨越发展，在全省、全市县域
经济发展中站在前列、勇争鳌头，奋
力打造全市产业新高地，建设开放
新门户。

一要借天府国际机场建设之势
强区位，打造开放门户。要深入贯彻
落实国家战略，以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建设为带动，强化空港物流、贸易服
务、采购交易等重要功能，加快打造
服务“一带一路”战略、推动成渝城市
群“双核”相向发展的门户城市。

二要借城市“东进”之势强产
业，打造产业高地。要坚持以产立
城，坚定不移地推进工业发展，以项
目为中心组织经济工作，加快提升
重点产业和重大项目的承接能力，
当好“东进”产业发展的主战场，打
造全市现代产业的新高地。

三要借对口支援之势强基础，
打造战略支点。要进一步提振精气
神，既借好“外力”，更增强“内力”，
主动作为、自我突破，众志成城、乘
势而上，在成都建设全面体现新发
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的征程中充
分发挥好战略支点作用。

王波同志参加讨论。

把握“东进”机遇
奋力打造产业新高地开放新门户

宽窄巷子让多次来往成都的住建部副部长倪虹念念不忘，他认为成都就应该挖掘独有的“天府文化”，这才是真正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建设，也是成都的核心竞争力

部长看成都

和谐宜居
生活城市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
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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