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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气十条”成都交卷：
优良天比2013年增加103天

专访温江区委书记王道明

生态为基、融合发展、紧凑发展
三大规划理念

专 /家 /专 /访

成都市人民政府参事、西南交通大学区域经济与城市管理
研究中心主任 戴宾教授

“找位定能”，为“金温江”赋予新时代的新内涵

城市职能▼
“国际健康产业高地、国家

级农业高新区核心区、生态宜居
的国际花园城市”

三步走战略▼
第一步，到2020年，在率先

高标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
础上，加快建设西部领先的健康
产业高地，基本建成全面体现新
发展理念宜业宜居宜游的新中
心城区。

第二步，到2035年，加快建
设全国一流的健康产业高地，全
面建成高品质和谐宜居生活城
市典范区。

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加
快建设世界知名的健康产业高
地，成为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新
温江。

成都金温江 健康花园城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宜业宜居宜游的新中心城区

近年来，温江区深入落实新
发展理念，围绕助推成都建设全
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国家中心城
市，加快推进“五个之城”建设，
即三医融合产业之城、创新开放
进取之城、便捷高效畅通之城、
天蓝地绿亲水之城、文明和谐幸
福之城，使“金温江”享誉全球。
在新一轮成都市城市总规中温
江被纳入中心城区，面对新的形
势和机遇，温江区启动了四级规
划体系编制，提出建设“全面体
现新发展理念宜业宜居宜游的
新中心城区”总体目标，明确了
“国际健康产业高地、国家级农
业高新区核心区、生态宜居的国
际花园城市”的城市职能。

构建“三医两养一高地”
全域健康产业生态圈

温江规划形成“南城北林”的
空间格局。南城，为城市集中发展
区；北林，为生态涵养区，串联“南
城北林”，形成“一心三轴两环”的
空间结构。

“一心”为落实成都市城市总体
规划提出的市级专业型副中心，由原
光华中心和新市民中心共同组成城
市新中心。“三轴”为生态融合发展
轴、产业协同创新轴、公共服务联络
轴。生态融合发展轴主要沿凤溪大道
和成青旅游快速通道，贯穿温江南
北，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密切联系
北部生态涵养区和南部城市集中发
展区的重要纽带。产业协同创新轴主
要沿新华大道和芙蓉大道，贯穿温江
东西，是串联“成都医学城”、“成都健
康服务业集聚区”和“成都都市现代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园”协同发展的重
要轴线，是联系成都医学城A区、B区

的重要廊道。公共服务联络轴主要沿
光华大道，是向东对接成都市核心功
能，承载区域商业商务聚集，展示温
江文化和城市形象的重要轴线。“两
环”为南部城市创智环和北部生态旅
游环。构建“进可拥都市繁华，退可享
田园静谧”的现代田园城市愿景。

按照成都市主体产业功能区和
产业生态圈规划理念，温江提出了

“三医两养一高地”产业发展定位。
“三医”是医学、医药、医疗融合发展，
垂直整合产业链；“两养”即延伸发展
高端养生、养老产业；“一高地”是打
造国际健康产业高地。为实现这一愿
景，温江布局建设成都医学城、成都
健康服务业集聚区、成都都市现代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园三大产业聚集区
和功能区专业化产业园区，全力做强
承载、要素、服务、环境、政策等五维
支撑，着力培育让高校、企业、人才

“想进来、宜生存、离不开”的全域健
康产业生态圈，形成“三医融合、三区
联动、三业共兴”产业发展格局。

把“三大民生品牌”
打造成温江最响亮的名片

温江当前正全力实施投资50多
亿元的江安河、金马河等亲水工程，
同时，温江正按照全域景区理念，打
造“北林”167平方公里生态园林博
览园。

在优化城市整体形态方面，温
江确定了“温润如玉、江园融城”的
温江特色定位，着力构筑“移步闻
香、处处透彩”的整体景观格局，形
成“望山见水、充满韵律”的城市空
间秩序，同步加强对城市空间立体
性、平面协调性、风貌整体性、文脉
延续性等方面的规划和管控，为市
民提供丰富宜人、充满活力的城市
公共空间和望山见水的视线通廊。

温江坚持以“人”为本的设计理
念，把“三大民生品牌”打造成为温
江最响亮的名片。打造“学到温江”
品牌、“健康到温江”品牌和“舒适到
温江”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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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1月初，2018年成都市第一
批次公共租赁住房共3659套正在进
行承租意向登记。昨日，成都商报记
者从市房管局获悉，为全面提高公
租房配租管理效率，按照统筹规划、
统一安排、分批实施原则，全市一盘
棋有序推进公租房配租工作，成都
今年还将陆续推出5个批次房源，全
年累计推出25382套房源，解决住房
难的问题。

目前成都市公租房保障对象为
中等及中等以下收入的中心城区户
籍家庭、中心城区户籍单身居民、外
来务工人员。上述25382套房源中，
市本级将累计推出13486套房源，其
他区（市）县则全年累计推出11896
套房源。

记者了解到，第二批次计划于2
月推出，在高新、天府、郫都、温江、
龙泉、新都、青白江、双流、简阳、都
江堰、崇州、彭州、邛崃、新津、蒲江
15个区（市）县共计推出3680套，分
别面向当地保障对象配租。

第三、四、五、六批次分别计划
于3月、5月、7月、8月推出。

首批次配租房源共3659套，面
向成都高新区、锦江区、青羊区、金
牛区、武侯区、成华区取得配租资
格、经过历年轮候的普通公共租赁
住房保障对象和享受廉租租金标准
的保障对象。

本批次公共租赁住房承租意向
登记地点，位于成都市西御河沿街
36号天府博览中心一楼成都市住房
保障大厅，登记对象为2016年12月
19日至2017年12月29日取得《成都
市公共租赁住房资格认定通知单》
并符合廉租租金标准准入条件的公
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2015年1月2
日至2015年10月31日取得《成都市
公共租赁住房资格认定通知单》或

《成都市单位承租公共租赁住房资
格认定通知单》的其他公共租赁住
房保障对象。登记对象需在规定时
间内前往窗口登记，本批次登记活
动将于2018年4月28日下午17时结
束。成都市公共住房服务中心将根
据摇号规则组织摇号及后续选房、
签约工作。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温江作为成都新中心城区，本
次四级规划树立了生态为基、融合
发展、紧凑发展三大规划理念。

生态为基，就是要全面贯彻绿
色发展理念，把优良生态作为支撑
温江发展的根基，承担起保护成都
生态本底的历史使命。融合发展，
就是主动融入市域“双城联动、多
中心支撑”的网络化功能体系，对
外与中心城区、郊区新城共同增
长、共生发展，对内实现空间、产
业、城乡融合，提高发展的协调性。
紧凑发展，就是要走高端发展、精
明增长之路，推动温江发展由外延
式扩张向内涵式提升转变。围绕三
大规划理念，温江提出了地域重
构、生态守护、产业重组、品质升级
四大发展策略。

温江以“1+3+6”城市功能担当

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宜业宜居
宜游的新中心城区。本次四级规划
的核心是“找位定能”，为传统的“金
温江”赋予新时代的新内涵。一方面
明确了成都新中心城区的发展定
位，给出了“宜业宜居宜游”的五个
之城的具体内涵。另一方面，按照承
担、共担、分担的“三担”理念，明确
了“1+3+6”城市功能和三大城市职
能。“一承担”，就是积极承担成都大
都市“三医两养”健康产业核心功
能；“三共担”，就是合力共担成都大
都市生态涵养保育、都市现代农业
和天府文化传承创新功能；“六分
担”，就是主动分担成都大都市宜
居、先进制造、乡村休闲健身旅游、
商业中心、教育培训和西向交通信
息枢纽功能。用一句话直观形容就
是“成都金温江、健康花园城”。

本次四级规划温江的核心是
“找位定能”。在成都建设国家中心
城市的背景下，温江区充分挖掘自
身优势资源，为传统的“金温江”赋
予新时代的新内涵。

一是以新定位为“金温江”赋
予新内涵。温江以新中心城区的发
展定位，全面融入成都市域发展大
格局。从卫星城到都市新区再到新
中心城区，是对温江定位的递进提
升，赋予温江重大平台和战略机
遇，有利于提升温江在全市城市格
局和产业布局中的地位，有利于快
速提升城市品质和城市吸引力，必
将为温江发展注入强劲的活力。二

是以新格局为“金温江”赋予新担
当。新一轮规划提出构建“南城北
林”的空间格局，既是保持“金温
江”美誉的空间体现，又挑起了保
育西成都良田沃土的重担。三是
以新动力为“金温江”赋予新势
能。新时代的“金温江”正由要素
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以提高绿色
发展能级为首要任务，将大健康
产业作为区域发展的主要产业，
以建立现代产业体系、构建产业
生态圈为目标，逐步完善区域发
展动力的转型升级。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温江区委宣传部供图）

制图 李开红

2017年7月24日，在成都可以看到雪山

温江风光

解决“住房难”
成都今年
将推25382套公租房

2013年9月，国务院印发实施了大气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即“大气十条”。据成
都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易波介绍，成都
抓“大气十条”，重拳压减燃煤、强化治污
减排、突出控车减油、抓好清洁降尘、严
格综合执法、发挥科技支撑这六个方面
的行动可圈可点。

成都市经信委环资处处长杜艳介
绍，2014~2017年，成都累计完成近3000
台燃煤锅炉的淘汰或清洁能源改造，全
市10蒸吨以下燃煤锅炉和禁燃区（绕城
高速以内）燃煤锅炉实现“双清零”。在治
污减排方面，成都共清理出“散乱污”工
业企业14148户，针对排查出的“散乱污”
企业，锁定基数，防止新增，按照“依法关
闭一批、整改规范一批、调迁入园一批”
分类处置原则，截至去年底，依法关闭
12117户，整改规范1976户，调迁入园55
户，基本完成清理整治任务。“2014~2017
年，我市没有核准、备案过1个钢铁、水
泥、平板玻璃、电解铝等产能严重过剩行
业新增产能项目。”易波说，对原有水泥、
玻璃等8个行业重点企业实施了提标技
改，废气自动监控仪安装率达100％。同
时，完成343户落后产能淘汰目标任务，
减排二氧化碳901万吨。

作为对大气污染物贡献率较高
的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气，成
都突出控车减油，大力推进黄标车、国
Ⅰ和国Ⅱ老旧车淘汰，限制国Ⅲ及以
下排放标准货车办理入城证和渣土
运输许可证。“成都市于2014年对黄
标车淘汰工作进行了明确。当时成都
市有黄标车120461辆。”成都市公安
交管局车辆管理所副所长罗跃说，直
到2017年的攻坚阶段，成都仍有2万
余辆黄标车尚未淘汰，“2017年，由市
公安局牵头，十五个部门通力协作，
全年共计淘汰黄标车23888辆，成都

市圆满完成黄标车淘汰目标任务。”
罗跃还透露，黄标车的补贴政

策将于近期公布，符合条件的重型
黄标车最高能拿到上万元的补贴，
而补贴申请的时间为今年的3月1日
至5月31日。户籍在成都、排放水平
低于国Ⅰ排放标准的汽油车和低于
国Ⅲ排放标准的柴油车，将车辆交
售给能够出具成都市《报废汽车回
收证明》的合法报废回收企业拆解
报废，且在2017年1月1日至12月31
日期间办理了注销登记手续，都能
领取成都市黄标车提前淘汰补贴。

“2013年以来，扬尘治理道路硬
化、裸土覆盖、绿化带提档降土、树
池覆盖‘四大工程’均超额完成年初
下达的目标任务。”成都市城管委行
政执法管理处调研员李良介绍，市
扬尘办制定了相关工作方案，分解
下达了推进铁腕治霾扬尘治理工作
目标任务，同时牵头开展了系列工
地扬尘源头管控专项整治行动，运
渣车专项执法检查等，并在全市持
续开展道路冲洗除尘“本色行动”。
对市民投诉量大、执法难的占道露
天烧烤专项整治行动方面，2013年
以来全市城管系统多次开展占道露

天烧烤专项整治行动，还启动了全
市禁止露天烧烤区域划定工作。

此外，成都还不断发挥科技支
撑，开展军民融合科技治霾项目研
发试点，积极探索科技治霾新路
径，推广应用新技术、新产品。与各
类技术单位合作，实验性实施新型
人工增雨作业催化剂，冷凝技术扰
动逆温层的技术研究，以及大型移
动式雾霾空气净化装置的应用。持
续开展大气污染源解析，启动高精
度空气质量预测预报本土化研究，
不断提高空气质量精细化监测及响
应水平。

成都地处四川盆地，地理气候
条件独特，大气污染机理复杂，在全
国具有典型性。同时，作为国家级中
心城市，成都肩负着国家赋予的重
大发展任务，成都当前面临着经济
发展和环境保护双重压力。在2017
年完美“收官”后，2018年的“气质”
提升工作如何展开？

易波表示，“2018年及‘十三五’期
间，我市将分阶段抓好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通过科技化、智能化、信息化等
先进手段，逐步实现大气污染治理从

‘科学防控’加快过渡到‘精准管控’。”

今年，成都还将加大对大气污
染成因机理分析投入，组织包括知
名院士在内的技术力量，开展以成
都平原城市群为主的盆地大气污染
机理及治理课题研究，更有针对性
地指导以成都市为主的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同时，争取国家支持在成都
设立“大气污染防治院士工作站”，
加快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空地一
体”的生态监测网络体系。为我市加
快实现大气污染的科学化、精准化
提供技术支撑和决策依据。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2017年，是国家“大气十条”实施以来
第五个年头，也是“大气十条”第一阶段收官
考核之年，成都“治气”成效如何？

昨日，成都市“大气十条”实施情况
新闻通气会上亮出了成绩单：落实“大
气十条”以来，空气质量主要污染指标
除臭氧外，其余指标均逐年下降，空气
质量得到持续改善。以2013年为基准
年，通过2014年开始实施“大气十条”措
施后，到2017年，PM10、PM2.5年均浓
度分别下降41.3%、42.3%，控制到了
88、56微克/立方米，空气质量优良天数
235天，增加了103天。

基本完成
“散乱污”企业清理整治

提前报废，黄标车3月起还可申请补贴

已启动禁止露天烧烤区域划定

今年大气污染治理将从“科学防控”到“精准管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