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十九大精神，扎扎实实在成都大地上生根

建设现代化新天府 成都开启千年新变

学习贯彻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会精神

编号 名称 区域 地址
0209 四川机器局碉楼 锦江区 三官堂街31号附1号
0210 “五·七”干校旧址 金牛区 蓉都大道1120号
0211 白药厂旧址 武侯区 高攀路26号
0212 空军制氧厂旧址 武侯区 成双大道北段509号
0213 原成都机车车辆厂灯光球场 成华区 二仙桥街道市民活动中心内
0214 柏合镇钟家大瓦房 龙泉驿区 柏合镇二河村3组
0215 和盛镇陈公馆 温江区 和盛镇舒家渡社区大桐街
0216 永安镇付家祠堂 双流区 永安镇付家坝社区2组
0217 古井院 郫都区 古城镇蜀汉中街36号
0218 南桥 都江堰市 灌口街道办离堆公园大门北侧
0219 弓明成宅 彭州市 小南街17号
0220 水口镇叶氏宗祠 邛崃市 水口镇钟山社区13组
0221 廖维公馆 大邑县 安仁镇金井村5社
0222 李家钰故居 蒲江县 大兴镇炉坪村3组
0223 高升客栈 新津县 花桥镇解放街144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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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遗产首次纳入保护
原机车厂灯光球场入选

在第九批名录中，最大的亮点
就是首次将工业遗产也纳入保护。

“工业遗产见证了区域和工业发展
的历史进程，既是工业文化的重要
载体、工业文明的集中体现，也记录
着区域工业发展不同阶段的重要信
息。”成都市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说，本
次入选的工业遗产老建筑都具有这
样的特征。

例如，本次入选的原成都机车车
辆厂灯光球场，位于成华区二仙桥街
道市民活动中心内，修建于1979年，占
地面积达1436.31㎡。球场的地下室还
有人防工程，1987年之前一直是地下
游乐场地。灯光球场是成都机车车辆
厂职工活动场所，它既是一种特殊的
工业建筑类型，也是特定历史时期产
业工人生活方式、文化形态的物质载
体。在专家看来，灯光球场反映了特
定历史时期产业工人生产生活方式，
见证了成都乃至新中国工业发展的
进程，是工业文明的重要遗存。同时，
灯光球场也是成都近代工业建筑艺
术发展与审美倾向的历史标本。

白药厂旧址
成都最早制造火药的工厂

除了当代工业遗产之外，在本批
入选的工业遗产中还有洋务运动时
期工业文明的见证——白药厂旧址。
白药厂旧址位于武侯区高攀路26号，
建于1906年，是清政府在四川最早设

立的军工厂，也是成都最早制造火药
的工厂，当时是专门为四川机器局提
供火药而建的。

从建筑艺术价值来看，该建筑由
德国建筑师设计，融合了中西方建筑
元素。其中，办公楼为典型的中西合
璧式建筑，融入了很多西式元素，如
装饰浮雕、欧式尖顶等。厂房车间则

为青砖青瓦，考虑到火药生产的特殊
性，厂房的设计建造除了砌砖方法与
普通建筑不同，砌围墙时还用了一种
糯米制成的粘剂，让砖墙更结实。整
个建筑群多为砖木混合结构，木屋架
坡屋顶，代表了当时当地先进的建造
技术水平，同时作为工业建筑类型，
提供了现实的研究案例。

“白药厂旧址”和“四川机器局碉
楼”都是成都现存极其稀缺的洋务运
动的实物遗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的
一个缩影。这些镌刻着工业文明发展
进程的老工业建筑，记载了城市的发
展历史，见证了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的
兴衰荣辱，有着无可比拟的历史价值
和文化价值。

空军制氧厂旧址
成都罕见的“空战”历史遗存之一

在本批名录中，还有成都现存能
找到的为数不多的关于“空战”的历史
遗存——空军制氧厂旧址。位于武侯
区的空军制氧厂旧址，包含行政楼、厂
房、库房等建筑，最早建于20世纪40年
代，曾为临近的太平寺机场提供服务。

空军制氧厂旧址由美国人组织
设计，因此融合了中西方建筑元素。
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修建的办公楼、
库房均融入了很多西式元素，如屋面
红瓦、梯形柱，欧式裱框、雕花楼梯扶
手等，同时采用收分的砖砌承重柱
子，砌砖方法与普通建筑不同，富有
特色。行政办公楼则为“L”形两层建
筑，墙体为青砖砌成，楼板和屋架都
为木结构；厂房车间，使用青砖红瓦，
窗户狭长、距离地面较高。屋架有豪
式木屋架、木桁架。

值得注意的是，直到现在这里都
还在作为成都晨源气体有限公司厂
房，从事氧气、氮气等生产活动。这意
味着，空军制氧厂记录了成都乃至中
国近现代工业发展历史，具有不可复
制的历史文化价值。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成都市公布第九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最大亮点 工业遗产首次入选
一条振奋的消息从双流自贸

区传来。昨日上午，成都跨境电商
保税备货免通关单业务在双流综
保区正式启动，标志着自2016年成
都获批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以
来，一直受限于验核“通关单”的
网购保税备货进口业务取得重大
突破。同时意味着，从现在开始，
成都开展跨境电商业务的企业保
税备货从分拣、包装、查验到装载
出区无需通关单，业务效率得到极
大提高。对老百姓来说，“足不出户”
在家门口买进口奶粉、化妆品、保健
品等进口商品等待的时间将进一步
缩短，买东西更加轻松方便。

四川合众兴国际物流有限公
司成为此次“尝鲜”的企业，率先完
成了成都跨境电商保税备货进出
口第一单。公司负责人介绍说，公
司提前做好准备，完成了第一批奶

粉、化妆品、餐具等跨境商品的保
税备货手续。据了解，货物总价值
约4000欧元。据该企业的副总经理
胡方君举例说，以这罐爱他美奶粉
为例，通过免通关业务在成都购
买，可以比以往节省半个月的等待
时间，而且价格比国外还便宜点。

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将进
一步推动成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
区的发展，实现跨境电商集聚效
应。据了解，自今年1月1日起，跨
境电商零售进口监管过渡期政策
使用的范围扩大至成都、合肥、大
连、青岛、苏州5个城市。此项跨境
政策的调整实施为开展跨境电商
业务的企业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网购保税备货进口业务不再受
限于验核通关单。这为成都跨境
电商综合试验区加快发展打下了
基础。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原成都机车车辆厂灯光球场,位于成华区二仙桥街道市民活动中心

内 摄影记者 刘海韵

成都跨境电商保税备货免“通关单”业务实现首单

市民买进口奶粉、
化妆品更轻松方便

青羊区：加快建设高品质高能级生活城区
打造金融商务中心、文化创意产业核心区、天府文化交流与集中展示中心

提到青羊区，大家首先想
到的是青羊宫的庙会、文殊院
的腊八粥、草堂的“人日”、宽
窄巷子……未来的青羊区还
将有什么新的变化？去年12
月，市委十三届二次全会提
出：“要高品质优化中部区域，
开创和谐宜居生活城市新路
径。”作为成都“最文化”的城
区、青羊区如何按照市委提出
的“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
家中心城市”决策部署编制分
区规划？怎样通过科学规划，
推动“中优”战略落地实施，让
百姓“安居”“乐业”？昨日，成
都商报专访成都市青羊区委
书记戴志勇。

青羊区将按照“双心两
轴、六廊多点”的空间布局，建
设高品质高能级的和谐宜居
生活城区。

专访青羊区委书记戴志勇专访青羊区委书记戴志勇
落实“中部区域优化”战略
加快建设高品质高能级生活城区

总体定位：
“千年蜀都·文博青羊”

任务：
建设高品质高能级的

和谐宜居生活城区

三大核心功能：
金融商务中心、文化

创意产业核心区、天府文
化交流与集中展示中心。

空间规划：双心两轴、六廊多点

“双心”，天府锦城中心：由府河-南
河、饮马河-西郊河围合而成的“两江抱
城”区域，规划打造为成都城市级综合性
中心。以少城国际文创硅谷集聚区、天府
锦城中心金融商务服务集聚区、文殊坊
文创片区为重点，融合发展金融、创意、
商务、旅游等城市级核心功能。青羊新城
中心：绕城高速路以西区域，打造集城市
综合服务功能与新兴产业功能于一体的
多元活力新城中心。通过优化提升已有
的绿舟总部产业园、非遗博览园，同时按
照新发展理念规划新城综合中心，共同
构成青羊新城中心三大功能片区，引领
和支撑青羊区西部区域发展。

“两轴”，一条是人民路城市中轴，南
北向贯穿天府锦城，一条体现历史文化与
现代文明相互交融、传统建筑与现代空间
和谐共生的城市形象展示轴。另一条是蜀
都大道发展轴，东西向贯穿青羊区，是一
条集地理轴线、产业走廊、文化脉络于一
体的城市综合发展轴，串联起了全区的重
要产业功能区及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中心。

“六廊”是6条环绕全区的复合化生
态廊道，依托环城生态区、三环路等城市
骨架道路两侧城市绿带，以及清水河-摸
底河岸线资源进行打造。

“多点”是4个特色片区中心，包括环财
大金融智谷、青羊总部经济基地、军民融合
航空整机产业基地、鹏瑞利商业中心。

青羊区新规划小学14所、中学8所

打造宜居空间，青羊区提出“调、控、
拆、改”四项措施。调整用地功能结构，调
减原规划住宅用地约1400亩，增加绿地开
敞空间、公共服务设施以及高端现代服务
业用地；调减建设用地开发强度，降低住
宅容积率。强化城市设计，控制建筑的高
度、密度以及色彩等，形成高低错落、疏密
有致的城市空间形态。推进棚户区、老旧
小区的综合整治。

改善生态环境方面，规划“生态区-绿
道-城市公园-小游园-微绿地”五级绿化
体系。沿绕城环抱成都一圈，规划面积约13
平方公里的环城生态区；按照“区域级-城
区级-社区级”，规划410公里绿道；另外规
划21处城市公园，38处小游园和87处微绿
地，打造47公里长的滨水文化体验环线。

从硬件和软件两个方面提升公共服务。
按照“小需求不出社区、大需求不远离社区”
和建设15分钟社区生活服务圈的要求，规划
基础教育、社区医疗、养老、文化、体育、商业
等基本公共服务设施。包括新规划小学14所、
中学8所，文体场馆9所及38个公共服务圈。

交通出行方面，要让“出行快起来、

车辆停下来、休闲慢下来”。调整地铁走
线，建设改造日月大道、光华八线、绿舟
立交等交通主干道和重要节点，打通14
条断头路。建立以“配建停车位为主、公
共停车场为辅”的停车供给体系，在二环
路以内供需矛盾突出的区域，规划独立
占地公共停车场22处，结合商业用地、服
务设施用地、公园绿地叠建公共停车场
97处。重点规划建设慢行系统。

以文博、金融、商务为主导 打造
“文博青羊”

在新一轮规划中，青羊区将以总部
经济为引领，以文博、金融、商务三大主
导产业为重点，布局天府锦城中心金融
商务服务集聚区、少城国际文创硅谷集
聚区和青羊总部经济集聚区三大集聚
区，并以此推动产业生态圈形成。

青羊区将着力建设文博创意、金融
商务、总部经济三大产业生态圈。特别是
在文博创意产业生态圈建设方面，将聚
焦“文博青羊”，打造“143”的产业空间承
载体系：1个设计制作展示中心，即少城
国际文创硅谷集聚区；4个文博创意运营
基地，包括文殊坊文创圈、峨影1958影视
创意区、西村大院、绿舟文化产业园；3个
文博创意交易与展示基地，包括送仙桥
艺术城、锦绣工场、非遗博览园。

青羊将坚决贯彻落实市
委全会精神，聚力成都新时
代“三步走”战略发展目标，
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完善
落实四级规划体系，为推动
高品质优化中部区域，开创
和谐宜居生活城市新路径贡
献青羊力量。

一是明晰发展定位。提
出“千年蜀都、文博青羊”的
总体定位，和“金融商务中
心、文化创意产业核心区、天
府文化交流与集中展示中
心”的功能定位。二是优化空
间结构。坚持“双心两轴、六
廊多点”空间发展格局，大力
实施“文化+”战略，突出天
府锦城中心、少城国际文创
硅谷、青羊总部基地三大集
聚区，融合发展金融、创意、
商务、旅游、总部等核心功
能。三是彰显天府文化。突
出“文博青羊”，坚持保护传

承和挖掘彰显两手抓，打造
“辉煌古蜀-浪漫秦汉-盛
世唐宋-遗韵明清-风云民
国-腾飞成都”的天府文化
轴线。四是提升城市功能。
落实“三减三增”要求。逐步
优化路网结构，强化公共交
通，完善停车系统，努力改
善交通出行。五是抓好产城
融合。围绕文博、金融、商务
三大主导产业，依托天府锦
城中心金融商务服务、少城
国际文创硅谷、青羊总部经
济三大集聚区，打造文博创
意、金融商务、总部经济三
大产业生态圈。同时，着力
发展创意经济、共享经济等
新经济，不断培育新动能。
六是做优城市形态。按照

“蜀韵金沙，锦绣青羊”的整
体特色风貌定位，构建“看
城市、看山水、看历史、看风
景”的眺望系统。

专访成都市规划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阮晨专访成都市规划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阮晨
加强历史文化保护
让天府文化融入城市规划

加强对文博旅游资源
的保护传承、文化价值的挖
掘，是本轮规划的一大亮
点。为此，我们建立“三城、
三片、八方面”的历史文化
保护体系。三城是指皇城、
少城、大城；三片是指文殊
坊片区、金沙遗址片区、杜
甫草堂-青羊宫-琴台路片

区等3个重点片区；八方面
是历史城区、历史文化街
区、特色风貌片区、特色风
貌街道、文物保护单位、工
业遗产、历史建筑、非物质
文化遗产等8个方面的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对象。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实习记者 张敬 图据青羊区

昨日昨日，，成都市正式公布成都市正式公布
第九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第九批历史建筑保护名录，，
共有四川机器局碉楼共有四川机器局碉楼、、白药白药
厂旧址厂旧址、、柏合镇钟家大瓦房柏合镇钟家大瓦房
等等1515处历史建筑入选名录处历史建筑入选名录。。

““成都市第九批历史建成都市第九批历史建
筑保护名录首次将工业遗产筑保护名录首次将工业遗产
也纳入了保护也纳入了保护。”。”成都市房管成都市房管
局历史建筑保护办公室相关局历史建筑保护办公室相关
负责人介绍负责人介绍，，包括原成都机包括原成都机
车车辆厂灯光球场车车辆厂灯光球场、、白药厂白药厂
旧址旧址、、四川机器局碉楼四川机器局碉楼、、空军空军
制氧厂旧址等制氧厂旧址等44处老建筑成处老建筑成
为首批入选的工业遗产为首批入选的工业遗产。。

青羊新城

紧接01版 范锐平指出，当前
重点要落实好我市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大会的安
排部署，大力实施“十大重点工
程”，扎实推进“五项重点改革”，让
广大农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
感。要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
化配置为重点，引导包括资金、人
才等要素资源向农业农村流动；要
围绕农业创新链、人才链、供应链、
价值链、产业链，引进和培育领军
企业，注重产业协同构建现代农业
生态圈；要强化金融服务方式创
新，重点发展农村普惠金融，提升金

融服务乡村振兴的能力和水平；要
结合特色镇、特色街区建设，推进文
商旅融合发展，加强城乡社区发展
治理，推进共建共治共享；要推进农
村文化现代化建设，传承发展提升
农耕文明，赋予农耕文化时代内涵，
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要加强农
村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鼓励社会各
界人士投身乡村建设，特别是吸引
更多年轻人回乡村创业发展，让农
村发展更有活力、更有希望。

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廖仁
松，市委常委、秘书长苟正礼参加
调研。

上接01版 会议要求，要加快
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
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进一步加大公
共租赁住房租赁补贴保障力度。
要摸清底数、统筹协调，做实做细
基础性工作，加强政策解读沟通，
确保租赁补贴工作顺利实施，切
实支持保障对象通过市场租赁住
房解决居住困难。

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绿色发
展理念，坚决落实环境保护“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制度，加强全市
固体废弃物监督管理，科学布局专
业性、综合性固体危险废物处理和
园区设施，强化要素保障，确保规
划项目顺利推进；要坚持更加开放
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化配置资源
机制，广泛吸引社会力量参与，推
动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
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环
境治理体系。

会议还研究审议了其他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