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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新年刚
刚打开，转眼日历已经翻到第二
个工作周。

此刻，成雅铁路动车正呼啸
而出，高新区众多游戏公司刚关
熄昨夜的灯火，战旗村“乡村十八
坊”已经接待了第一批客人。从城
市到乡村，匆匆。

此刻，由地铁1号线换乘3号
线，由二环公交快车转骑共享单
车，由城区驾车上绕城出城。人群
中的你我他，匆匆。

此刻，城南的市委小礼堂内，
市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暨经济工作
会议正在召开。去年的成都经济社
会发展答卷即将揭晓，新起点上的
各项工作部署即将推出。一个个项
目亟待启动，一个个任务亟待落
实，一个个目标亟待实现，匆匆。

站上匆匆行进的2019年，带
着对成都未来的热切期盼，带着
对美好生活的无比向往，我们发
出成都六问——

问成都，公园城市的时代价

值今年将有何具体体现？
问成都，东进今年如何整体成

势，勃发城市双核的“极”之威力？
问成都，如何担起“主干”之

责，与市州兄弟共同起飞于“一干
多支、五区协同”区域新格局？

问成都，动能转换今年将如
何突破，焕发成都全域协调发展
的活力？

问成都，营商标杆城市打造
付出的真金白银，今年将有哪些
收成？

问成都，谁来破局TOD，为破
解“大城市病”再书“成都样本”？

四十年改革开放风雨历程告
诉我们，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
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深化、升
华。坚持问题导向，具备问题意
识，城市的建设才更有针对性，城
市的发展也更能达到一个新的境
界、实现新的目标。

2017年，“深圳三问”拷问成都
的城市治理力、科技创新力、产业发
展力，直指成都发展与转型的“动
力”问题，成为成都“创新要素供给、
培育产业生态”的深层次动力。

2018年，由责任之问、民生之
问、机遇之问构成的成都“新时代
三问”，追问成都发展的过去客观
基础、当前发展方位、未来努力方
向，进一步明晰了成都从现实走

向未来的奋斗目标和基本路径。
尤其是贯穿2018年全年的现

场办公会，摆出当下问题，解决现
实问题，发现真问题，求解深问题，
上演了一场以问题为导向、向问题
要发展的鲜活城市发展大戏。

以“问”为镜，可以照实质，以
“问”为马，可以对路径，抓住问题
就是抓住经济社会发展的“牛鼻
子”。成都六问，立足于成都新时代
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安排，梳理于贯
穿2018年全年的现场办公会，剑指
民生之切、发展之痒，既是成都的
2019发展之问，也是改革开放新起
点上再出发的城市之问。

我们知道，成都公园城市建
设已初具雏形，我们更盼望，2019
年的成都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建
设，成为破解“大城市病”的全国
实证，成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全球性经典案例；

我们知道，东进推动了成都
千年之变，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成
都最大手笔的创新，我们更盼
望，2019年东进能加快把“规划
图”变成“施工图”、“实物量”，整
体成势；

我们知道，成都的“首位”光
环全国独一无二，我们更盼望，

“首位”光环下诸多不为人知的招
商困境、引资难题能有效破解，当

之无愧地担起“主干”使命；
我们知道，成都动能转换正

处于紧要关头，我们更盼望，2019
年成都传统产业持续推陈出新，
新经济迅速聚木成林，消费场景
加快功能成链；

我们知道，成都刚刚喜提“中
国城市营商环境第六”，我们更盼
望，对标深圳、对标上海，成都依
然敢称“一流”；

我们知道，TOD是人城产逻
辑创新资源集聚模式的一大抓
手，我们更盼望，2019成都能率先
破局，让流动的成都更富活力。

思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但
没有问题的思维，是肤浅的思维、
被动的思维。同样是面对流动性、
外部性、整体性的治理难题，为什
么锦江水生态治理能收获习近平
总书记亲自点赞？同样是面对新形
势下错综复杂的基层社会矛盾，为
什么“成都市创新探索城乡社区发
展治理新模式”获得全国“2018年
民生示范工程”第一名？同样是面
对新农村建设的诸多难题，为什么
成都能创出“小组微生”模式，受到
中农办肯定、在全国推广？这些成
功模式的后面，无一不体现敢于破
题的无畏勇气，也无一不蕴含善于
破题的高智商、高情商：花繁柳密
处拨得开，才是手段；风狂雨急时

立得定，方见脚跟。
发展千头万绪，干就一个字。

随着市委十三届四次全会暨经济
工作会议的召开，成都新一年“抓
落实”又到了“较劲儿”的关键时
刻。此时，以问题为导向的基层创
新尤为重要。再科学的设计也涵
盖不了精准的细节，再完美的蓝
图也替代不了实践的探索。愿不
愿干，意味着责任，敢不敢干，意
味着担当，能不能干，意味着本
事。2018年席卷全城的现场办公
会，营造出以求解思维和以“办
成”为目标的浓厚抓落实工作氛
围，也再次验证了以问题为导向
的城市工作方法论。有了2018的
夯基垒土，我们有理由期待，2019
的现场办公会，将呈现破解成都
六问的精准路线，书写成都高质
量发展的最新最美答卷。

回望2018，可谓在成都改革
开放历程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
2019，将是成都新起点上再出发
的关键之年。无论是建设全面体
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还是建设
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在全国乃至
全球而言，都具有前瞻的意义。

天降大任，使命如山。多少
事，从来急，鼓起劲，干起来。我们
就一定能将问号拉直，大写成一
个个感叹号！

六问成都，“问”出源头活水来

一问：公园城市如何“成势”？

问成都，公园城市的时代价值今
年将有何具体体现？

问成都，东进今年如何整体成
势，勃发城市双核的“极”之威力？

问成都，如何担起“主干”之责，与
市州兄弟共同起飞于“一干多支、五区
协同”区域新格局？

问成都，动能转换今年将如何突
破，焕发成都全域协调发展的活力？

问成都，营商标杆城市打造付出
的真金白银，今年将有哪些收成？

问成都，谁来破局TOD，为破解
“大城市病”再书“成都样本”？

绿道建设如何“成势”？

■成都这一年，所有的谋划与努力、辛勤与汗
水，最终形成了一张又一张榜单，一份又一份荣耀。
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应该是“‘蓉’耀2018”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首席评论员 刘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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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这一年，从城市治理到空间格局，从新经
济崛起到与兄弟市州协同，从一场又一场国际大会，
到一场又一场现场办公会，披星戴月，步履不停歇

市民骑行在绿道上，穿行在林间。天府绿道已成为成都建设“公园城市”的一张闪亮名片 本报资料图片

外国青少年在崇州徐家渡林盘的
“凡朴生活”体验中华文化。凡朴生态圈以
优美风光融合时尚前沿的消费场景，吸
引了不少游客前往 本报资料图片

在成都公园城市的建设理念
中，绿色不再仅是一个外在符号
或者独立于城市发展之外的点缀
品，绿色本身就是引领城市功能
产业、资源利用、生活服务等各方
面更加优化均衡的新发展观。

正是在这样的理念下，成都
在加速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的
探索中，开辟了一条“推动文商体
旅融合发展”的路径。

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
划师杨潇曾在2018中国城市规划
年会中，介绍成都的城市发展思
路在“公园城市”语境下的转变，
其中一项转变，就是成都不是在

“城市中建公园”，而是在“公园中
建城市”。而“推动文商体旅融合
发展”，也正是在“公园中建城市”
的一条实践路径。

事实上，过去的一年时间里，
我们也惊喜地看到了这样的实践
在成都层出不穷。

公园城市如何“聚人兴业”，
这是一个大课题，也是一个大难
题。我们高兴地看到，位于成都崇
州集贤乡山泉村徐家渡林盘的

“凡朴生活”生态圈，如今已是不

折不扣的“网红”。而这个项目的
成功打造，便源于成都对徐家渡
林盘的文创业态引流。

更有不少“公园城市”项目刚
开工不久，就已对接了国内外知
名企业和商家百余家，建起了一
个涵盖文创、服务、配套设施运
营、体育赛事等领域的商家企业
资源库。

如果说2018年是路径的探
索，那么2019年，更多文商体旅融
合的实践，将铺展开来。比如预计
于3月全面开放的双流区华侨城·
农业创意博览园，那里不仅将打
造川江草海、锦城花岛等主题景
区，还将建成高科技农业展馆、牧
场大马戏、乡村音乐广场和树屋
酒店等农业博览工程。

人才来了，投资来了，产业聚
集了，然而如何让社会各取所需，
保持全社会的热情投入，做好可
持续发展，一系列更为复杂的问
题会随时摆在我们面前。邹丽娟
是仲量联行成都分公司战略顾
问部负责人，其团队对锦江绿
道、锦城绿道和熊猫绿道进行了
详细调研。下转04版

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得天独厚的大
美风光和文化底蕴，始终是成都的厚重的
城市底色。

也正是因这样的得天独厚与城市魅
力，新时代，成都承担起一个重要的新时
代课题——“公园城市”建设。

2018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四川视察。在成都天府新区，总书记为
成都发展方向擘画一幅新的蓝图，强调一
定要规划好建设好，特别是要突出公园城
市特点，把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努力打造
新的增长极，建设内陆开放经济高地。习
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公园城市”理念，并
把探索实践的任务交给了成都。

推动建设的“公园城市”，自然不仅仅
是一座生态城市。而是将公园形态与城市
空间有机融合，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相宜、
自然经济社会人文相融的复合系统，是人
城境业高度和谐统一的现代化城市，是新
时代可持续发展城市建设的新模式。

整个2018，成都系统谋划，科学部
署，探索出了“答卷”的方向，更提交了一
份内容满满的“年度成绩单”：制定出《成
都市美丽宜居公园城市规划》、累计铺就
2607公里天府绿道、全球最大城市森林
公园正如火如荼推进……

而2019年的任务，成都也已早早定
下。今年内，天府绿道要再开工建设1200
公里，并连线成网，初步体现天府绿道的
规模效应。

好的开局之下，我们仍需看到的是，
成都面临的任务依然艰巨，探索过程中，
还有许多方向亟待提升和强化。仅就公园
城市的重要载体天府绿道而言，2607公
里所呈现的功能，离顶层设计的理想，有
些地段还有提升的空间。根据成都美丽宜
居公园城市“三步走”的发展目标，到
2020年，公园城市特点要初步显现。那么
2019这关键的一年，成都应如何继续破
题？公园城市如何“成势”？

面对“公园城市”这一宏大
命题，成都用“人”“城”“境”“业”
4个字道出了内核，即服务“人”、
建好“城”、美化“境”、提升“业”。
而作为建设“公园城市”的一项
重要探索，天府绿道，可以串起
这一内核。

2018年7月，市委十三届三次
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成都市委
关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加快建设
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的决定》，其中
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天府绿道加
速形成生态绿网体系”。

《决定》中提出，要以“一轴
两山三环七带”的三级天府绿道
体系为骨架，构建“城园一体、绿
轴串联”的生态绿网体系，承载
生态景观、慢行交通、休闲游览、
城乡融合、文化创意、体育运动、
景观农业、应急避难八大功能，
形成交融山水、连接城乡、覆盖
全域的生态“绿脉”。

2018年11月，数十名来自全
球各地智库专家齐聚成都，在成
都市规划馆参观时，超过1300平
方米的巨大城市全景沙盘上，绿

道指示灯亮起，“一轴两山三环
七带”的布局清晰可见。日本“一
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进藤荣一
对记者感叹，“很不可思议”。

在过去的一年，天府绿道总
体建设达到2607公里。2019年，
这片绿网仍在加速蔓延。已经修
成的绿道如何发挥其最大功能，
尚未修建的绿道如何更进一步
搏得市场眼球？这些课题随时考
验着我们的智慧与理念。正如专
家学者所提醒的，接下来的一年
里，天府绿道的关键词不再是

“开疆拓土”，而是将在“质”上如
何做到再提升，加大其给予城市
发展的动力。

不仅要充分借鉴国内外城
市的成功案例，通过脑洞大开
的创意设计，营造与城市过去
未来的互动场景，实现由静态
感受向动态交互的跃升；又要
跳出景观设计范畴，融合叠加
生态、生活、消费场景，为市民
创造新的生活空间，为游客带
来新的消费体验点。

事实上，元旦刚过，成都就
召开了天府绿道建设工作推进

会，部署了新一年天府绿道建设
的新任务。根据计划，天府绿道
2019年开工建设绿道1200公里，
并连线成网，初步体现天府绿道
的规模效应。

这一年，天府绿道要“结网
成链”。让绿道与城、景共融，重
构公园与城市等的交界面，促进
公共空间的良性发展，营造充满
人性关怀的城市界面，使有限的
空间创造更大的价值，扩展城与
人交互的空间。

就绿道建设如何“成势”这
个问题，市建委主任张樵思路清
晰，他称，今年将继续加大工作
力度全力推进全市天府绿道建
设。除了在系统推进上下功夫，
还将在品质提升上下功夫，狠抓
工程质量，加强场景营造，提升
绿道资源的生态价值；在主题活
动上下功夫，加强活动策划、宣
传和实施，广泛发动社会各界参
与；在市场化运作上下功夫，加
强招商引资，引入专业运营团
队，建立政府监管、公司化专业
化运营管理体制，推进天府绿道
可持续发展。

聚人兴业如何“成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