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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4日，成都新里柏仕公馆居民匡小姐惊喜地发
现，小区楼下成渝立交迎晖路和东虹路交汇处新设置了
一个人行道红绿灯，她发了一条朋友圈：“把原来的红绿
灯拆除且不再架设红绿灯的方案终于改变了，今天把红
绿灯架好了，看来操空心还是有用的。”

匡小姐表示，新设置的红绿灯距离老红绿灯100米
左右，红绿灯挪了位置，从此，居民再也不用逆行后才能
过马路，大大减少了安全隐患，而挪红绿灯的背后，是匡
小姐及其爱人提出的一个建议。

市交管局表示，在规划图纸中，迎晖路和东虹路交
汇处确实没有设置红绿灯。“以后这个地方要修天桥，现
在挪的位置是临时增设的，原来的人行道红绿灯不具备
通行条件了。”

成渝立交建设占用人行道位置
居民逆行后才能过马路

匡小姐居住在新里柏仕公馆小区，小区距离成渝立
交入城段不过50米的距离，因为小区内没有大型菜市
场，小区居民经常步行到对面的菜市场买菜，而成渝立
交迎晖路和东虹路交汇处是过街的必经之路。“没有修
成渝立交之前，这里有人行道红绿灯的，很方便，直接就
过街了。”匡小姐说，除了菜市场，对面还有一个幼儿园，
不少居民孩子在幼儿园读书。

2017年成渝立交开始建设，桥占用了人行道的位
置，为此，居民要过街，必须弯腰从桥下的绿化带通过，
再逆行30米，才能回到原来的人行道位置，沿着斑马线
通行。“买菜，接送孩子的都是老年人，一旦发生交通事
故，后果不堪设想。”

6月16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现场看到，东
虹路南北方向原来有人行过街斑马线，成渝立交入城和
出城的两个桥面占用了人行通道，市民要过马路，必须
从桥下通过，再往入城方向逆行30米，才能回到原来的
人行通道斑马线上，完成过马路。

采访中，记者看到，一位阿姨推着婴儿车逆行往人
行道方向走去，刚好一辆大货车在人行道处掉头，两者
相遇，距离不过几米，非常危险。“那怎么办？只有这个位
置有人行道，不从这里过怎么办？”阿姨说，她姓吴，她带
着孩子是要到对面的菜市场买菜。

新里柏仕公馆保安罗师傅告诉记者，小区一共有
2000多户居民，上万人，因为小区内没有大型菜市场，不
少居民喜欢到对面街买菜。“还有送孩子上学的，那条人
行道是必经之路。”罗师傅说，修路后红绿灯受损，常没
有信号，业主要等很久才能过马路，对此多有抱怨。

市民提建议
红绿灯往东挪了100米

居民通行的不安全，让匡小姐及其爱人陈先生感到
忧心，今年3月份，匡小姐打电话向交警反应情况。

“我们提出建议，让他们把红绿灯挪下位置，交警以
为我们说的是，把人行道挪到成渝立交桥前，说这个不
可能，立交桥前面车速很快，不可能设置人行通道，原本
的红绿灯也必须拆除。”匡小姐说，一旦拆除不再设置红
绿灯，意味着市民要过马路，需要往西步行1.5公里左
右，在迎晖路地铁口过马路。“这样就麻烦多了。”

今年6月5日，陈先生再次向12345反映，6月10日，他
们接到市交管局反馈。“他们说经过谨慎考虑，这个地方
新架设一个红绿灯。”匡小姐说。6月14日，在原有红绿灯
往东100米处，新设置了一个红绿灯，包括人行道红绿灯
和车辆的红绿灯，拦在马路中间的围栏也已经拆除。

“以后车辆在这里掉头，行人也从这里经过，再也不
用逆行了。”匡小姐说，自己提的建议被采纳，她很高兴。

“这说明12345还是很管用的。”
6月16日，12345工作人员对陈先生进行了回访，询问

他对处理问题是否满意。“我现在看到他们在施工了，目
前还没有看到成果，对现在的进度还是满意。”陈先生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几个工人正在把桥下绿化带改成
石板路面，“现在铺的就是人行通道，铺完可以过了。”

市交管局回应：
临时增设红绿灯，未来要修天桥

市交管局相关民警回应说，成渝入城段改造新建快
速公交高架桥匝道施工期间，迎晖路东虹路口人行过街
信号灯管线受损。为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市公安
局交管局高度重视，积极协调建设业主兴城集团投资公
司及施工单位中建三局，根据目前道路建设情况，重新
铺设信号灯地下管道，调整人行过街位置，经过安装调
试使信号灯恢复正常工作。下一步，施工单位还将重新
摊铺路面，提高路面平整度。

“在规划图纸中，这个地方确实没有设置红绿灯，这
个红绿灯是临时设置的，因为以后这个地方要修天桥。”
市交管局相关民警表示，拆除原来的红绿灯，是因为修桥
把原来人行道位置遮了，那位置不再具备通行条件，因此
往城外延了一段距离。“等信号电源接通，马上就可以投
入使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美兰 摄影报道

市民的一个建议

这个红绿灯
挪了100米

一年一度的“6·18”年中购物狂欢已经打响。在全民熬夜“买买买”背后，城市正悄然入局，将“买买买”上升为发展战略。
作为传统的西部消费中心，成都在近日召开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巩固发

展城市战略优势，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消费型城市，加快培育专业化国际化新型消费中心。
不约而同。
在东部的上海，一场叫响“上海购物”品牌的战役已经火热打响。消费品牌最新最潮、购物环境最优最好、商品性价比最

高，被作为“三大核心任务”提出。为此上海制定了三年行动计划，目标是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费城市。
无论是专业化国际化新型消费中心，还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费城市，关键词都聚焦于两个字：消费。

从历史来看，沿海的上海和内陆的
成都可以说是中国最具消费基因的城
市。百年前的南京路诞生了中国最早一
批百货商场，成都亦有唐宋元时代“春
熙坊”所继承的商业文脉与历史积淀，

“消费”和“生活”早已是成都城市最鲜
明的印记之一。

日前出炉的2019年《城市商业魅力
排行榜》显示了这一点：上海和成都继续
位列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榜单前列。

但两座城市都敏锐地看到了“隐
忧”。上海失去了四大一线城市的首位
优势，最新榜单的格局由“上北深广”变
回了“北上广深”。而成都，尽管维持了
新一线城市的首位，但部分细分领域的
领先优势与重庆、武汉、西安等西部城
市逐渐缩小，在西南地区的商业首位度
正被其他城市稀释。

这让人想起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曾
在公开场合的提问：10年、20年后，上海
拿什么参与全球竞争？这亦是成都之
问。而两地的共同选择是，把消费作为
城市战略优势予以巩固发展。

上海将“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
海购物”“上海文化”并称为“构筑战略
优势构想落地的梯子”，要“把上海建成
人人向往的购物天堂”。去年4月，上海
市委、市政府召开全力打响“四大品牌”
推进大会，并印发《关于全力打响上海

“四大品牌”率先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意见》和“上海服务”“上海购物”等4
个专项三年行动计划。

成都则聚力于构建新的消费场景、
探索创新驱动的消费供给模式。无论是
以天府绿道为载体的文体旅商农融合
发展业态，还是加快“三城三都”建设、
发展“首店经济”，核心都聚焦于提振成
都消费、成都服务的品牌影响力。此番，
成都提出加快建设中国特色消费型城
市，则是进一步明确了“消费”在城市战
略优势进行巩固发展的重要地位。

发达的消费能力不仅是最突出的城
市竞争力，同时也是经济发展的要素。两
座城市在消费的战略上极其相似，其背
后也有更深的现实意义。去年9月，党中
央、国务院高规格发文要求完善促进消
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
商务部也表示将“开展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建设试点”，这是继2016年原文化部在
全国开展国家文化消费试点城市之后，
在国家部委层面提出的又一个关于“消
费城市”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

无论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还是国际贸易格局的转变，都对加快形
成强大国内市场提出新的要求。而能否
顺应这一要求、形成强大的消费优势，
也成为城市竞争中的“局点”。

回成都后，一篇名为《上海没有市
中心》的文章让欧建瓴反思：成都的市
中心在哪里？

《2014-2018年度成都零售消费者
行为趋势洞察》给出了一张成都市主城
区消费客群热力图，图上，春熙商圈颜
色最深。公开数据也显示，成都IFS+成
都远洋太古里在2018年将近百亿的营
业额，几乎是其他多个主流综合体营业
额总和且不止；同时，春盐商圈首层平
均租金约1316元/㎡/月，几乎是其他区
域级商圈的3倍左右。

拥有吸引力的地标，的确能为城市
贴上标签，并帮助区域内商业实现并肩
繁荣。但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
应”也埋下了不平衡的忧患。商业焦点
过于集中，导致难以形成多元商业格
局，也会抑制健康合理的产品竞争与商
业更新的动力。

而上海在商业布局上更为平衡。
《上海没有市中心》中提到，除了新建的
虹桥枢纽外，上海的中环内、东西南北
都有相对比较成规模的商务中心，办公
租金也保持平稳，价格相对统一。

商圈与商务中心向来是难以分割
的部分，因此其在商圈的分布上也几近
没有“市中心”的概念。例如，上海去年
共引进835家首店，根据当地媒体分析，
除了市中心的淮海中心+新天地，东部
的陆家嘴+张杨路、世纪大道，西部的中
山公园+愚园路、环球港均在首店进驻
的十大主要商圈名单里。

均衡的商业发展也让上海的存量
和新增商业设施数量、面积、运营品质
领先全国，反过来成为新晋品牌入驻的
理由。而对比成都，在4月举行的成都首
店经济发展交流大会上，20个品牌首店
宣布入驻成都，其中有12个在春盐商圈
的成都IFS、远洋太古里和王府井。欧建
瓴认为，这即是单中心的短板。商业焦
点过于集中，导致难以形成多元商业格
局，也会抑制健康合理的产品竞争与商
业更新的动力。

大力引进新消费业态，培育均衡布
局、结构合理的区域性商圈，成为了下
一步成都巩固提升西部消费中心和生
活中心地位的一个重点。除了传统的春
熙路，金融城、双流空港、都江堰、熊猫
新球被列入“核心商圈”范畴，天府锦
城、天府中心则将作为特色商圈打造。

而对欧建瓴来说，回蓉的一个月
后，她就把在上海认识的新老朋友都请
来，参加了成都首店经济发展交流大
会。未来几年里，他们或许都将成为推
动成都打造中国特色消费型城市的中
坚力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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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成都曾在派出考察团前往上海
“取经”，主题便是商业发展。

成都零售商协会秘书长欧建瓴是考察团
成员之一。在她的手机里留下了这样一张照
片：一盒超市常见的彩色巧克力豆，上面却印
有由顾客选择的照片和文字。这张照片拍摄于
南京东路上海世茂广场的M豆巧克力世界亚
洲旗舰店，在这里，顾客可以用数十种不同“姿
势”消费：站在M豆长城面前DIY一盒巧克力
豆，印一盒情侣头像的当婚礼伴手礼……“这
和传统的购物中心很不一样。”欧建瓴说。

M豆巧克力世界亚洲旗舰店所在的世茂广
场，改造前是上海南京东路的地标性建筑，但仍
在需求冲击下曾经历门庭冷落的局面。改造后，
新的消费形态涌现：顾客可以和乐高亚洲首家
城市中心旗舰店门口的黄包车师傅合影，或是
体验藏了黑胶唱片的声音小镇。今年4月，世茂
商业及主题娱乐创新事业部总监肖涛透露，改
造后的上海世茂广场，其租金收入、客流、营业
额的增长超过100%。

同处消费力第一梯队的成都，也在经历这
种市场变化。很容易发现，“Mercedes me”等跨
界消费亮相街头、越来越多的购物中心引入卡丁
车、灌篮公园、反弹蹦床公园等潮流项目、天府绿
道、夜游锦江等绿道消费和夜间消费成为市场新
宠；各式各样的智能零售模式正出现在大小社区
……新场景的打造、新业态的引入，都旨在提供
一种新的消费供给模式。而这也成为中国特色消
费型城市与传统消费城市的不同之处。

以往谈及的消费型城市大多指传统的消费
型城市，由于“大生产、大消费”的模式带来物化
现象，往往会造成资源过度消耗。而中国特色消
费型城市的建设，则更聚焦于消费供给创新、消
费感知提升、消费格局营造、消费理念引导、消
费环境优化等方面的突破，以此持续释放内需
潜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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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提出上海提出，，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费城市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消费城市
成都提出成都提出，，加快培育专业化国际化新型消费中心加快培育专业化国际化新型消费中心

从上海到成都，
不约而同的城市战略——

消费型城市

成都太古里 本报资料图片

成都IFS

“夜游锦江”

信号灯已经架好了，正在铺设人行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