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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至10月7日，成都市商
务委员和成都市旅游局、成都市文广
新局在中秋国庆前后，启动了“过节耍
成都”中秋国庆主题活动。

中秋国庆双节前夕，活动相继走
进广州、达州、宜宾等地造势。活动期
间，全市50余个大型商超持续推出上
百场次优惠促销及中秋国庆主题活
动，全市2000余家商家企业参与其中。

成都
第三大搜索量热度城市

在携程与民航资源网共同发布的
“国庆航空出行排行榜”中，成都紧跟
北京、上海两城，成为双节期间国内第
三大搜索量热度城市。驴妈妈旅游网
发布《2018国庆出游报告》显示，成都
欢乐谷、大熊猫基地、都江堰景区一举
占据西南十大热门景区前三名。

双节期间，“过节耍成都”中秋国
庆主题活动在全市主要商超卖场、楼
宇大屏、餐饮门店、旅游景区、文博景
点联动开展“过节耍成都”统一氛围标
识，营造全城“过节”氛围。

全网推出“过节耍成都”国庆主题
原创稿件 300 余篇，“国庆耍成都”百
度搜索引擎收录信息超过209万条，#
跟着抖音耍成都#抖音话题播放量已
达12.1亿次。

大型商超
推出上百场活动

全市 50 余个大型商超持续推出
上百场次优惠促销及中秋国庆主题活
动，全市 2000 余家商家企业参与其
中。200多家餐饮品牌、上千家门店参
与不同程度折扣促销，全市所有肯德
基及必胜客门店全部参节。银联数据
显示，双节期间，来蓉游客餐饮刷卡消
费 4.24 亿元，百货购物刷卡消费 2.45
亿元，住宿及娱乐消费分别刷卡2.38
亿元、2.52亿元，其中来蓉消费最多客
源地分别为深圳、广东、江苏、浙江、上
海等沿海地区。

相关行业数据显示，今年国庆黄
金周期间，包括海滨城、万象城、王府
井百货、SM 广场等 16 家重点监测商
贸零售企业实现销售额6.5亿元，同比
增长11.4%；累计实现客流量658.4万
人次，同比增长 3.9%。银杏金阁、绿
洲大酒店等 31 家餐饮企业在国庆七
日期间整体销售 3648.9 万元，同比
增长 7.2%；21 家中华老字号接待客
流约 11.83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支
付宝口碑数据表明，外地游客到蓉
餐饮消费支出同比增长16%，人均餐
饮消费超过 200 元，同比增加超过
50%；饿了么数据显示，成都地区外卖
订单量较去年同期增长58%，订单增
幅居全国第六。

22个区（市）县
推出300余场活动

区县参与绿道经济反响热烈。全
市22个区（市）县均根据“耍成都”主
题，累计共推出超过 300 余场主题活
动，涵盖文化艺术、旅游节庆、美食购
物等。武侯区推出首届天府芙蓉花节、
金牛区举行第4届成都日用消费品博
览会、龙泉驿区举办“我心归处·洛带
为安”首届洛带文化节、大邑县举行大
邑味道暨第五届大邑美食文化节、金
堂县举办“云游资水·合美乡村”金堂
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温江区、新都
区、都江堰相继推出“国庆耍成都”区
县专场。特色鲜明、主题多样的区县节
庆活动直接吸引大批市民及周边游客
打卡川西林盘、天府绿道。

据成都市旅游局统计，“十一”黄
金周期间全市已收报统计的绿道吸引
游客超过 100 余万。神州租车数据表
明，双节期间成都地区出行订单多以
郊县路线为主，租期3-5天的周边游
达到总订单的71%。来自短租平台“小
猪短租”的数据显示，今年国庆黄金周
假期，成都的乡村民宿预订和咨询量
皆创新高，并带动全川乡村民宿订单
量同比涨幅超过6倍，其中以三圣乡、
青城山、都江堰最受欢迎。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成都商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成都市
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补
贴制度的意见》（征求意见稿）及《成都市关于
进一步完善分散供养特困老年人基本照料护
理补贴制度的意见》（征求意见稿）正在公开
征求社会公众意见。

上述补贴政策旨在针对具有成都市户籍
的低保家庭中的老年人，以及低保边缘家庭
中的中度失能和重度失能的老年人。针对困
难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的补贴，将用于老人
享受助餐、助洁、助急、助行、助浴、助医服务，
社区日间照料、机构供养服务，老年康复、护

理、精神慰藉服务，以及其他符合政府购买服
务规定的为老服务。

根据两项《意见》，低保家庭中评定为
能力完好和轻度失能的老年人，低保边缘
家庭中评定为中度和重度失能的老年人，
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 50 元；低保家庭中评
定为中度失能的老年人，补贴标准为每人
每月 300 元；按照《老年人能力评估标准》
（MZ/T 001-2013），低保家庭中评定为重
度 失 能 的 老 年 人 ，补 贴 标 准 为 每 人 每 月
500 元。

以上符合条件的补贴对象入住机构的，

在居家和社区养老补贴标准的基础上每月增
加200元。记者注意到，居家和社区养老补贴、
机构养老服务补贴的发放方式分别为：补贴
对象通过居家养老服务平台选择服务，政府
相关部门与提供服务的机构进行结算；补贴
对象入住机构，政府相关部门与提供服务的
机构进行结算。

符合条件的老年人，可向户籍所在地的
乡镇（街道）申请基本养老服务补贴，经专业
机构能力评估、结果公示无异后，确认享受服
务的补贴标准。

此外，针对具备生活自理能力的分散供

养特困老年人，成都还特困老年人照料护理
进行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50元。部分丧
失生活自理能力的分散供养特困老年人补贴
标准为每人每月100元，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
力的分散供养特困老年人补贴标准为每人每
月150元。

据悉，上述两项征求意见的截止时间为
2018 年 10 月 8 日，修改意见可通过传真或电
子邮件等方式反馈至成都市民政局（传真：
61889517，电子邮箱：1561392871@qq。com）。
据悉，若意见通过，将自2019年1月1日起正
式施行。 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制图 李开红

规划提出，将以沱江轴线为引爆点，体现以
人民为中心，依托沿线的公园社区、特色镇等的
建设，培育高品质、文体旅商农功能复合的产业
场景、生活场景、消费场景，在建城之初就同步
强化对高素质人才的吸引，为培育东部城市新
区更好的人口资源结构打造核心引擎。

其中，将打造3大内容：创新高端的产业场
景、绿色宜居的生活场景和开放活力的消费场
景。针对创新高端的产业场景，依托特色公园社

区和特色镇建设，吸引高端人才，并将率先启动
人才公寓和国际化社区建设，为聚集产业人群
提供保障。此外，还将以社区绿道为网络，串联
社区公园、公服设施、公交站点以及居住和就业
地，形成绿色宜居的生活场景。按照沱江轴线整
体打造为5A级景区的目标，依托城市核心区、
商圈、特色镇等形成多元的商业场景，打造开放
活力的消费场景。

成都商报记者 郑鑫 图由市规划局提供

过节耍成都
中秋国庆主题活动正式收官：

16家重点零售企业
销售额6.5亿元
同比增长11.4%

成都困难老人补贴调整征求意见：每月最高500元

《龙泉山东侧沱江发展轴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出炉

1条生态廊道筑基底
5核10镇定格局

作为成都实施“东进”战略的支撑性、引领性核心重大项目，龙泉山东侧沱江发展轴也是成都“一山连两翼”城市新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朝气蓬勃的东部城
市新区要如何发展？

近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市规划局获悉，《龙泉山东侧沱江发展轴总体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初步方案出炉。规划将以沱江—绛溪河为脉，按照公园城市的
理念和目标，着力将龙泉山东侧沱江发展轴打造为“世界级品质”的综合发展轴，支撑“东进”区域形成拥江发展、“人—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大美城乡形
态。本次规划充分借鉴国内外拥江发展城市轴线的规划建设经验，将沱江轴线定位为支撑“东进”区域构筑“公园城市新画卷、拥江发展新格局”的核心轴线，并
制定了“治水、筑景、塑业、立城、聚人”五大规划策略，形成“1条生态廊道筑基底、5核10镇定格局、8段百景共演绎、500公里绿道串全域”的总体结构。

沱江是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同时也
是东进区域的核心生态骨架。规划提出，
将通过截污-清淤-控源、生态补水的综
合手段，改善河道水质，使沱江、绛溪河水
质达到Ⅲ类及以上标准。其中，在全域截
污上，完成沱江-绛溪河沿线148处排污
口全面截污，改造新建污水干管共197公
里；在全域清淤上，开展轴线河道241万
立方米生态清淤工程，消除沿线17段黑
臭水体。同时，通过引调外水、雨洪调蓄、
污水提标等多方式保障生态补水供给。

在治水的同时，如何把生态价值考虑
进去？规划提出，根据生态敏感性和生态
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结合组群式的城乡
空间结构，将轴线两岸划分为山林生态保
育区、农业生态生产区、城镇生态维育区
共3类生态保护分区进行管控。此外，规
划还将依据防洪规划严格划定蓝绿线，划
定绿线在蓝线外侧不小于200米，以达到
保护自然生态环境、保障沿线城镇安全、
满足景观建设需要的划定原则。

依山有秀丽龙泉山山脉，傍水谓沱
江-绛溪河水脉，龙泉山东侧沱江发展轴
要如何筑景呢？在滨江景观打造上，规划
提出四个关键“望山”“见水”“营田”“亮
城”，塑造“山 水 田 城”和谐共融的总
体格局。其中，规划提出，亮城主要将以
江为脉打造35处主题公园，打造多样“水
面-滨江绿岸-临江城市界面-背景山/
丘”的4级岸线，并将展示多层次滨江主
题夜景，打造“沱江夜游”品牌。

除了山水景色外，文化铸魂也是主要
组成。规划提出，在文化铸魂上，将打造水
韵康城、峡谷森林、山水淮州、多彩江河、
智慧简州、古今雄州、航空溪谷和时尚空
港8大主题分段，并打造沱江源文化街区、
云顶山禅修园等13大特色文化项目，还将
通过3大文化IP打造沱江印象，通过4大
客家文化节等文化节事吸引人气。

此外，规划提出，要在筑景上展现
“85415”的多维景观展示体系，增加包括30
处城市公园和10处郊野公园在内的100多处
景致，打造500公里绿道成网，串联全域多维
度景观。在绿道沿线，分布三级配套绿道驿
站，实现“驿站一公里服务半径满覆盖”。

在 新 城 塑 业 上 ，规 划 提
出，沱江发展轴将依托临空服
务、先进制造、汽车装备三大
产业生态圈，构建以新经济产
业为引领，以高端服务业为主
导，以现代农业为补充的现代
化产业体系。通过统筹区域产
业发展、统筹城乡融合、统筹
新经济产业，将沱江发展轴打
造成临空开放型经济走廊、成
渝四新经济引领带、特色全域
旅游景区带、绿色生态经济发
展带。

规划提出，根据聚集的高端
产业环节特色及城市生活服务
需求，将在5大城区段沿轴线形
成不同特色的高端服务业发展
带。同时，“农业+”模式提升景
观、生活等多方面的价值，实现
农业生态价值最大化，包括农业
与大地景观、郊野公园、特色镇
等相结合。此外，还将培育现代
产业功能和公共服务功能结合
的 10 处特色镇，包括五凤艺创
镇、石钟双创镇等。

规划提出，龙泉山东侧沱
江发展轴立城目标是“世界级
城市核心功能集聚带”，使其成
为东部城市新区美丽宜居公园
城市示范带、东部城市新区重
大城市功能集聚带、现代城市
风貌核心展示区。其中，将重点
凸显城园共融公园城市形态，
强化组团簇群发展格局，打造
轴线 5 核 10 镇功能中心，分别
为公共服务与文博会展核的

“淮州新城核”、文化博览与总
部服务核的“简州半岛核”、电
子商务与综合文体核的“简阳
新城核”、奥体运动核的“奥体
滨湖核”以及商务、政务、消费、
文化核的“空港新城核”。

规划提出，提升岸线绿色功
能，以滨河公园、大型公园、滨江
绿道功能为主，打造滨江连续公
园带。具体以河道蓝线为基准，
后退不小于200米划定绿线，用
于打造特色滨江连续公园带。绿
线控制区以内用地除各类绿地
及必要的基础设施用地外，将禁
止新增住宅开发。

开展生态清淤工程
消除沿线17段黑臭水体

8段百景共演绎
500公里绿道串全域

依托公园社区、特色镇
打造3大生活场景

发展高端服务业
培育10处特色镇

5核汇聚城市功能
打造“滨江连续公园带”

筑景

治水 立城

塑业

聚人

10月18-20日
中国（成都）节能环保产业
博览会将在成都举行

昨日，记者从省经信委获悉，10
月18日至20日，“2018中国国际节能
环保技术装备展示交易会暨中国（成
都）国际绿色产业博览会、中国（成都）
节能环保产业博览会”将在成都世纪
城新国际会展中心7、8号馆举行。据
介绍，今年展会以“新时代、新技术、
新装备、新起点”为主题，规划展览面
积2.5万平方米，面向国内外节能环保
绿色制造企业、园区、科研院所及相关
机构。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