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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抓“东进”机遇实施20个重大项目
简州新城智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功能区实现高点起步、良好开局

5月底，吉利成都
铭泰方程时空港项目
暨简州新城2018年第
二季度重大项目集中
开工仪式在简州新城
举行。吉利控股集团董
事长李书福大手笔砸
向这块“东进”热土，并
表示要做成都“东进”
代言人。包含吉利成都
铭泰方程时空港在内
的20个重大项目的集中
开工，简州新城再一次
吸引了世人的目光。

从2017年7月到
如今，刚足周岁的简州
新城在建设发展上实
现新突破，尤其是今年
上半年，产业招商、市
政基础设施、生态环
境、功能配套建设全面
开花，交出一张闪亮的
期中考试成绩单。

规划先行，谋定而后动。今年上半年，
简州新城邀请中汽中心、同济规划院等专
业机构，制定产业功能区建设规划和实施
方案，编制完成智联新能源产业链全景图、
招商地图、产业生态发展路径图“三张图”。

在产业定位上，简州新城将聚焦高

端、智能、新能源、国际化的发展方向，在
“东进”区域协同打造智联新能源汽车产
业功能区。具体而言，就是围绕构建简州
新城智联新能源汽车产业生态体系的主
线，以新能源整车产业为支撑，同时发力
传统整车企业新能源板块及造车新势力，

积极拓展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核心零部件
产业链，以“三电”、激光雷达、毫米波雷
达、无人驾驶及ADAS方案提供商、车联
网、车载语音、摄像头等为主要招商方向。

在保障方面，简州新城以产业政策为先
导，出台《关于促进智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的若干政策》，成立简投金控公司和基金管理
公司、启动设立总规模50亿元产业母基金。下
一阶段，还将从资金、土地、服务、政策、组织等
方面继续强化综合要素保障，做好产业导入。

跟简州新城一样，这里的工作人员也
很年轻，简州新城产业发展局项目负责人
陶勇就是其中之一。他所负责的项目是未
来有望落户简州新城的红旗小镇项目。

从年初接手这个项目，陶勇保持着每
个月至少飞一次长春的频率，而上个月，更
是飞往长春3次。虽然比起局里“空中飞人”
高坡，他的飞行距离并不是最远，但上半年
光在成都和长春两地之间的往返距离也已
经达到了近30000公里。“这个项目对简州
新城来说，具有引领性、支撑性作用，必须
举全力抓紧抓实。”陶勇回忆，去年农历小
年的时候，产业发展局全体招商骨干飞往

长春跟踪项目。“基本上就是两点一线，来
回在一汽集团和酒店之间奔波，到了酒店
就改方案，连着三天，没有在晚上12点之前
休息过，也根本没有时间到周边逛一逛。”而
上周，他在单位加班常常到次日凌晨4点。

“回家的时候，世界杯第二场比赛都结束
了。”整整一个周，他甚至连父母的面都没有
见着。“父母肯定都希望我能回家一起吃饭，
有时候听到我加班，他们也会点失落，但是
拿下这个项目，就是我对他们最好的礼物。”

实际上，招商工作能够迅速推进，除
了勤奋和真诚，也需要敏锐的嗅觉和快速
反应能力。去年9月，在一汽集团提出要打

造高端品牌产业生态圈的构想后。局里立
即组织汽车行业和城市规划相关专家进
行研讨，并迅速组织力量加班加点进行战
略规划方案编制，个别工作人员直接睡在
正在装修、满是灰尘的办公室里。一周之内
就拿出了一个相对成熟的方案，并主动上
门向企业高层汇报争取，获得了企业高层
的充分肯定。参与多次招商的武小琦说，

“虽然有时候有点累，但能够参与‘东进’建
设我感到十分荣幸和自豪。”

这样的故事还有太多太多，凭着一股子
劲，产业发展局在只有7个人的情况下，在今
年上半年引进吉利铭泰方程时空港、比克新
能源动力产业园等重大项目10余个，协议总
投资1000亿元以上。目前，全局上下正在跟
踪洽谈一汽红旗小镇、康佳智能网联汽车产
业园等重大项目44个，总投资近1800亿元。

如今简州新城一派热火
朝天的建设场面，规划建设
局的温良既是见证者，更是
参与者。记者见到他的时候，
他正忙着打电话布置新一轮
的建设工作。

他认为，简州新城的火
热的建设是从交通项目开始
的。围绕“交通先行、以路聚
产”的目标，在市上相关部门
的积极推进下，东西城市发
展轴应运而生，简州新城内
的蜀都大道东延线，则是其
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力争年
内施工，如果整条轴线拉通
后，从简州新城到天府广场
开车只要30分钟左右。”他坦
言，这一改变对整个东进区
域尤其是简州新城都有非常
重要的意义。“保持在半小时
之内的通勤时间，实际上就
已经让简州新城从一个卫星
城变成了成都市中心城区，
成为整个成都市的重要组成
部分。”

除了外联交通外，内部
交通网络也同步启动。“为
了产业项目尽快落地，形成
产业建设的基本条件，我们
在38平方公里的起步区，提
出了东进大道、朝阳大道等

‘三横三纵’内部骨干路网
的建设计划。目前整个设
计工作已经进入尾声，预
计7月启动建设。年内争取
能够把三横三纵的道路路
基建设完成，保障企业能
够 顺 利 开 工 建 设 。”他 介
绍，30公里次支路网建设
计划也已启动，未来主干道
与次支路网将构成内部交
通的循环网络。

其实，为了能够快速让
项目具备动工条件，规划建

设局还创造过很多纪录，为
了让投资方能到拟选址区域
实地考察，管委会仅用了周
末两天的时间就在原来条件
较差的村道基础上抢修出一
条4公里的便道。“其实当时
下着雨，工程机械进场都很
难，但是我们还是做到了。”
骨干路网中，阳安大道与方
家林大道几乎同时启动便道
施工工程，从设计到施工完
成具备通车条件，前后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

“其实我们所做的不仅
仅是为项目提供交通条件，
包括我们做城市规划，都将
他们的诉求考虑在内。有些
要求他们都还没有提，我们
已经想在前面、做在前面了，
一旦项目落地要求马上开
工，我们能保证项目能立即
启动。”

此外，简州新城还推动
石盘水厂、石盘镇污水处理
厂 竣 工 投 运 ，启 动 建 设
110KV、220KV变电站，完成
沱江天然气管道连接工程，
加快形成“水通、电足、气畅”
的能源保障体系，不断满足
城市生产生活需要。

在简州新城各部门办公
室，记者看到，墙上挂着2018
年重点攻坚项目作战图，而
这种图几乎每个办公室都有
一张，有的办公室还将其细
化到了单个项目。正是靠着
这种干事创业的激情和决
心，简州新城引入了一批重
大支撑性项目，实现智联新
能源汽车产业功能区的高点
起步良好开局。

成都商报记者 龚靖杰
图片由简州新城管委会提供

高 聚焦智能制造 打造智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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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 两天挖出一条施工便道
加快形成“水通、电足、气畅”的能源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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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世界级城市绿心
构建高品质市民游憩乐园

全会提出，必须以千年立城的静气塑
造城市格局，强化“一山连两翼”空间架
构，强化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绿心功能。

在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的背
景下，成都市坚守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战
略定力和留白增绿、千年立城的时代担
当，大力推动城市“东进”，跨越龙泉山发
展，城市空间格局由原来的“两山夹一城”
转变为“一山连两翼”，而占地1275平方公
里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的应运而生，使
得龙泉山由原来的生态屏障升级为世界
最大的城市绿心。

据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管委会主任
王仕彬介绍，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将重
点规划890平方公里山地森林景观区和
385平方公里山前生态游憩区两大功能
区，设立“世界艺术片区”“国际集会、会
议区”“娱乐博览园”“探险乐园”“航空体
验园”“橄榄公园”“森林氧吧”“十里桃
林”“哲学交流区”“客家五迁文化展示
区”十个包含特色小镇的游憩公园单元。
按照南北分段，打造“湖光山色”“花海

林麓”“深丘峡谷”三段特色景观；通过
旅游环线、环山轨道、半山游道串联公园
内所有节点，实现半小时到达、半小时进
山的全境游览。

王仕彬表示，还将通过全面而精细的
打造，着力增强“生态保育”“休闲旅游”

“体育健身”“文化展示”“高端服务”“对外
交往”等六大功能，为城市居民提供丰富
的高品质园内体验，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新格局，构建高品质的市民游憩乐园。

借全球之智
面向全球征集顶层设计方案

作为备受市民期待的城市绿心和休
憩乐园，如何才能打造出具有全球视野、
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龙泉山
城市森林公园呢？

对此，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管委会
给出了答案：面向全球公开邀请国内外
具有丰富城市规划、城市设计、建筑设计
和风景吧园林设计经验的规划设计机构
前来申请咨询，借全球之智、聚全市之
力，共同打造一个令世界向往的城市绿
心，着力把生态空间留给未来，让绿色福

利惠泽后代。
王仕彬表示，本次国际咨询工作从7

月9日起，将历时半年，先后经历国际公
开咨询报名、报名机构资格预审、规划机
构现场踏勘、方案设计及评比，以及成果
发布会等重要阶段，为打造既具有国际
一流水平，又体现成都特色的龙泉山城
市森林公园先导性、标杆性项目提供顶
层设计方案。

此外，记者还了解到，国际咨询团队
将主要围绕“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1275平
方公里全域的总体策划深化研究及策划
完善”“99平方公里示范区概念设计”“27
平方公里示范区的启动区详细设计”“六
个入围的咨询机构分别开展启动区1个、
启动区外2个共3个节点单元详细设计”等
四大内容进行方案设计。再通过专家评审
委员会的审议，预计年底举行国际咨询公
告成果发布会。

王仕彬表示：“将通过本次国际咨询
工作，遴选国内外顶级设计机构，汇聚专业
智慧，为打造‘世界级品质的城市绿心、高
品质的市民游憩乐园’提供顶层规划设计
依据，更好地规划建设好龙泉山城市森林
公园，助推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加快建设。”

借全球之智
打造世界级城市绿心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作为成都市构建作为成都市构建““一心两一心两
翼三轴多中心翼三轴多中心””城市空间城市空间
结构的结构的““一心一心”，”，也是成都也是成都
市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市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的重要举措和核心组成部的重要举措和核心组成部
分分。。那么那么，，龙泉山城市森林龙泉山城市森林
公园应该如何建设呢公园应该如何建设呢？？

市委十三届三次全会市委十三届三次全会
提出提出，，要加速建设龙泉山要加速建设龙泉山
城市森林公园城市森林公园，，在生态可在生态可
承受范围内承受范围内，，有效承担和有效承担和
融合生态保育融合生态保育、、休闲旅游休闲旅游、、
体育健身体育健身、、文化展示文化展示、、对外对外
交往等功能交往等功能，，高标准打造高标准打造

““世界级品质的城市绿心世界级品质的城市绿心
和国际化的城市会客厅和国际化的城市会客厅”。”。

77月月99日日，，为了高标准为了高标准
规划建设好龙泉山城市森规划建设好龙泉山城市森
林公园林公园，，成都龙泉山城市成都龙泉山城市
森林公园管委会召开新闻森林公园管委会召开新闻
发布会发布会，，发布国际咨询公发布国际咨询公
告告，，邀请全球顶尖规划设邀请全球顶尖规划设
计机构汇聚成都计机构汇聚成都，，为龙泉为龙泉
山城市森林公园贡献顶层山城市森林公园贡献顶层
设计方案设计方案。。据悉据悉，，该国际咨该国际咨
询活动将持续询活动将持续66个月个月，，在通在通
过专家评审委员会的审议过专家评审委员会的审议
后后，，预计年底举行国际咨预计年底举行国际咨
询公告成果发布会询公告成果发布会。。

作为汇聚六大功能、高
标准规划和全球最大的城市
森林公园，龙泉山城市森林
公园的规划建设也是一项巨
大的工程。那么，它的规划建
设情况进展如何？又有哪些
特色呢？

王仕彬介绍：“从管委会
组建以来，我们开展了详实
的基础调查工作，摸清了范
围内人口、生态、交通、历史、
文化、水文资源现状等基本
情况，形成17类32项公园基
础数据，为规划编制和工作
开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据了解，目前已编制形
成了《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总体规划》、6个分区规划以
及生态修复、森林绿道、交
通、水利、旅游等5个专项规
划；完成道路、道路配套设
施、桥梁隧道、绿道、水域系
统、交通安全设施等6个设计
导则编制。针对龙泉山“森林
覆盖率不高”“林相单一”等
问题，编写形成了《龙泉山城

市森林公园“增绿增景”适宜
栽种植物名录》和《居民社会
调控专项方案》。同时，还启
动了地质调查、土壤、植被、
气候等专项分析。

针对龙泉山城市森林公
园规划设计中的特色亮点，
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
长汪小琦表示：“总的来说，
可以体现出两大特色，主要
是生态文明体系建设和以服
务市民为中心。在规划中，我
们最大限度发挥龙泉山的生
态价值，将龙泉山脉的自然
要素进一步提升，而现有的
功能也进一步强化，让其在
城市生态发展中发挥出最大
的生态作用。另外，除了以生
态保护为核心之外，我们有
机结合了文、体、娱、商、农等
功能，在注重生态环境品质
的同时，更是提供丰富的生
活功能的实现，打造一个半
个小时就能到达、高品质的
生态娱乐公园。”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郑鑫

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管委会邀全球顶尖机构为公园贡献顶层设计方案

管委会：

摸清基本情况
形成32项公园基础数据

简州新城科技岛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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