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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机场方面获
悉，备受关注的成都首条飞往非洲大
陆的国际航线终于敲定了首航日期。5
月22日，成都直飞埃塞俄比亚首都亚
的斯亚贝巴的航线将正式起航，每周
往返各三班。机场方面介绍，成都国际
地区航线数量有望在今年达到100条。

成都成埃航直飞中国第五个城市

成都直飞亚的斯亚贝巴航线，将
由埃塞俄比亚航空采用波音787-800
机型执飞。去程每周一、三、五执飞，返
程每周二、四、六执飞。去程航班0时10
分从成都起飞，当地时间14时40分抵
达亚的斯亚贝巴机场，单程空中飞行
时间约为9.5小时。这是继直飞毛里求
斯后，成都第二条直飞非洲的航线，也
是首条直达非洲大陆的国际航线。

据了解，成都目前仍然运营着直
飞非洲岛国毛里求斯的航线，不过埃

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作为非洲
大陆的东非门户，同时也是非洲联盟
的总部所在地。航线开通意义更加重
大，整个中西部地区旅客通过这个东
非门户的航线网络可以去往非洲大陆
多个目的地。

此前，由于没有直飞航线，从成都
到埃塞俄比亚中转需要16个小时以
上，直飞后除了航程缩短约6小时外，
还可以便捷到达非洲各地。埃航方面
之前表示，成都是中国四川省省会，也
是中国第七大城市。除了作为中国西
部的物流、经济及科技中心，成都同样
也是交通、制造及通信枢纽。因此，成
都成为埃航继北京、上海、广州、香港
直飞亚的斯亚贝巴后的第五个城市。

成都人非洲游成本或降低

据了解，埃塞俄比亚航空公司自
1945年开始运营，目前已经发展为非

洲规模最大、发展最快的航空公司，以
亚的斯亚贝巴为枢纽可以往返92个国
际 城 市 。去 年 成 为 首 个 接 收 空 客
A350-900飞机的非洲航空公司。

埃航的星空联盟伙伴是国航，而
国航在成都是最大的基地航空公司。
中西部地区旅客可以通过国航网络通
过成都前往广袤的非洲。不过埃航开
航之后，开航成都的两家中东航空公
司阿提哈德航空和卡塔尔航空将面临
巨大挑战，飞往非洲的客源也将面临
埃航的“截流”。

成都地区的非洲旅游产品供应商
彩虹假期邹晓波表示，相比其他出境
线路，非洲航班供应量一直相对最小，
一般都要在中东转机前往，埃塞俄比
亚航空公司开航后，中转衔接或将更
加省时，成都的非洲游产品将更加丰
富，因为埃航在中南非洲的布点比中
东航空公司都强，借助航线网络优势
将开辟东南非洲的新产品，比如肯尼

亚、纳米比亚、坦桑尼亚等国的旅游产
品。此外埃航价格或许有一定优势，成
都去非洲出行成本或降低不少。

成都国际航线今年有望破百

据四川机场集团统计，2016年，
成都新开国际航线10条、国内航线8
条，通航城市达209个（国内城市131
个、国际地区城市78个），通航航线
270条。国内航线达175条，国际地区
航线达95条。

根据相关工作安排及目标，今年
在确保开通直飞纽约的基础上，力争
开通至奥克兰、雅加达、罗马等定期直
飞航线，同时积极推进温哥华、德里、
华沙等航线开行工作。今年确保新开
通3条、力争新开通5条国际定期直飞
航线，成都的国际地区航线数量将有
望在今年达到100条。

成都商报记者 刘久林

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坚持完
善城市体系与提升城市功能互促共
进，重塑城市空间结构和经济地理，全
面增强城市承载能力，不断提升城市
宜居性和舒适度。

其中明确，构建城镇空间四级城
市体系。科学修编城市总体规划，构建
成都平原经济区、大都市区、区域中心
和功能区、产业园区和特色镇四个城
市层级，形成分工合理、层级清晰、有
机衔接的大都市城市体系，创新城市
发展模式，统筹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划定生态红线和城市开发边界。坚持

“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优”，促进
城市可持续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目前出台
的《成都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
五”规划（2016~2020）》，结合各区（市）
县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产业基础等，
规划提出七大产业布局，推动在战略
性新兴产业各领域形成各具特色、错
位发展、相互支撑的空间布局。

“十字方针”
可为城市持续发展拓展空间

市规划局负责人表示，就宏观层
面而言，成都目前正处于从区域中心
城市上升为国家中心城市，未来迈入
世界城市行列的关键时期，必须疏解
和分担中心城区功能，减轻环境压力，
同时为城市持续发展拓展空间，建设
城市永续发展的新引擎。

针对“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
优”，市规划局局长张瑛表示，“东进”
主要是沿龙泉山东侧规划建设天府国
际空港新城和现代化产业基地，发展
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服务性行业，对中
心城区及城市西部区域的产业有效转
移和承接。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曾九利认

为，从国家战略来说，临空经济区加上
青白江国际铁路港是成都未来发展重
要的基础性条件，提出建设现代化产
业基地，是充分结合了现有资源。另
外，从成都平原城市群发展规划来看，
提出未来在龙泉山东侧构建一条从绵
阳、德阳到金堂、简阳，往南一直延伸
到仁寿的龙泉山东侧新走廊，基础条
件已具备。

“南拓”，则是高标准、高质量规划
建设天府新区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
区。张瑛介绍，主要是优化城市空间结
构，完善管理体制，建成行政政务服务
中心、科技创新中心、国际会展中心、
区域性总部基地、高新技术产业服务
基地。

对于“西控”，张瑛表示，成都的西
部主要位于都江堰精华灌区，同时也
是龙门山生态保护区域，对高排放的
产业要加以限制，大力发展高端绿色
科技产业，提升绿色发展能级，保持生
态宜居的现代化田园城市形态。

“北改”则主要是“有机更新”，改
善北部区域的人居环境。张瑛介绍，北
部区域有历史原因，城市建设得比较
早，配套不全，城市功能缺失。同时建
筑的形态、环境，都存在层次较低的问

题，随着“北改”进行，探索既能提高产
业层次又能提升城市品质的改造模
式，北部产业业态、城市形态将有机融
合更新。

整个中心城区，从容积率、建筑密
度、人口密度等来看，都相对偏高，

“‘中优’就是要优化中心城区的城市
功能，实行‘三降两提’。”即降低中心
城区开发强度、降低中心城区建筑尺
度、降低人口密度，提高中心城区产业
的层次、城市的品质。

重塑城市空间结构
规划七大产业布局

目前出台的《成都市战略性新兴
产 业 发 展“ 十 三 五 ”规 划（2016~
2020）》，在产业布局上，将依据我市战
略性新兴产业不同行业发展重点，注
重与我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总
体规划的相互协调，结合各区（市）县
资源禀赋、区位条件、产业基础以及相
关规划、研究成果，推动在战略性新兴
产业各领域形成各具特色、错位发展、
相互支撑的空间布局。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布局上，
按“一核主导、多地协作”原则引导布

局。成都高新区（南区）重点发展以设
计研发为主的企业总部。成都高新区
（西区）重点发展集成电路、光电显示
设备及器件、网络与通信设备、航空电
子设备、高端计算机、信息安全等电子
信息产品制造。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
重点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研发。

在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布局上，以
青羊区、新都区、简阳市为整机研制
主基地，以成都高新区、成都经开
区、双流区、彭州市和金堂县为辐射
区，重点发展航空装备，形成“3+X”
的布局。

在节能环保产业布局上，形成以
金堂县为核心区，高新区、成华区、锦
江区、彭州市为配套发展区的产业格
局。在生物（生物医药）产业布局上，形
成以成都医学城和成都国际生物产业
城为“双城共兴”的发展格局。在新能
源产业上，按照“一核两翼”进行空间
布局，即市（双流）新能源产业功能区。

“两翼”包括新津和新青金（青白江、新
都、金堂）。

新材料产业布局上，形成“一核多
点”产业布局。“一核”是以新津新材料
产业功能区为核心。“多点”是高新区
重点发展电子信息和生物医药行业新
材料，成都经开区重点发展汽车行业
新材料、玄武岩纤维，青白江区重点发
展高端金属材料等。

新能源汽车产业布局上，成都新
能源汽车产业按照“核心、重点、后备、
辐射”进行空间布局。核心发展区域为
成都经开区，主要发展乘用车、新能源
汽车及关键零部件制造。重点发展区
域为青白江区和新都区，主要发展商
用车等整车（含新能源商用车）及配套
零部件制造。后备发展区域为简阳市
和金堂县。辐射区为双流区、崇州市、
新津县和大邑县等区域。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城市能级水平体现城市价值，决定城市在全球竞
争格局中的影响力、辐射力和集聚力。成都建设全面
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肩负国家使命、体
现国家意志、代表国家形象、引领区域发展，必须切实
增强“五中心一枢纽”支撑功能。

增强西部经济中心功能增强西部经济中心功能

以融入全球产业链高端和价值链核心为导向，构
建以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为核心的高端高质高
新现代产业体系，初步建成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城
市、国家服务业核心城市和国家都市现代农业示范城
市，不断扩大经济影响力、区域带动力和环境吸引力，
加快建设面向亚欧、辐射西南的经济中心。到2020年，
地区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2年
基础上实现“两个翻番”的发展目标。到2022年，地区
生产总值超过2.1万亿元。

增强西部科技中心功能增强西部科技中心功能

充分发挥教育、科技、人才等创新要素集聚优势，
深度推进与高校、科研院所、企业共建一流大学、一流
学科、一流研发平台、一流产业基地，加速融入全球科
技创新体系。推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大
力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催生新经济
快速成长，全面提升城市创新力、创业力、创造力。

增强西部金融中心功能增强西部金融中心功能

全面构筑现代金融产业集群和支撑体系，强化金
融要素市场建设，加快发展新兴金融业态，优化金融生
态环境，增强“资本市场、财富管理、结算中心、创投融
资、新型金融”五大核心功能，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的能力，全面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西部金融中心。

增强西部文创中心功能增强西部文创中心功能

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
府文化，塑造城市精神，丰富文化供给，建设蜀风雅韵
的历史文化名城、开放包容的现代文明之城、享誉全
球的文化创意之城，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目的
地，全面提升城市文化影响力、凝聚力、创造力，为建
设世界文化名城奠定坚实基础。

增强西部对外交往中心功能增强西部对外交往中心功能

深度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和长江经济带开放开
发，充分发挥国际机构和世界500强企业集聚优势，大
力拓展对外交往渠道，全面提升国际交往便利度和交
流合作紧密度，增强国际资源要素的吸附力，建设国
家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和国际友好往来门户城市。

增强综合交通通信枢纽功能增强综合交通通信枢纽功能

全面提升对外交通互联互通水平，加快建设国际
空港枢纽、国际性铁路枢纽、国家级高速公路枢纽，构
建通达全球、衔接高效、功能完善的国际性综合交通
枢纽。加快建设高速、泛在、融合、安全、绿色的信息网
络，打造“一带一路”的重要信息通信节点、数据中心
和国际信息港，初步建成国际性区域通信枢纽。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整理

到2022年
成都GDP将超2.1万亿元
成都将增强“五中心一枢纽”支撑功能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

5月22日
成都首条直飞非洲大陆航线开通
成都国际地区航线数量有望在今年达到100条

重塑城市空间结构和经济地理
成都规划七大产业布局

制图 李开红

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成都青白江铁路港片区 摄影记者 王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