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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行人更友好的公园城市街道来了
《成都市公园城市街道一体化设计导则》编制完成

爱逛街的成都人注意了：

7月15日下午，“第三届国际城
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新闻发布
会在成都市世纪城国际会议中心
举办。记者从会上获悉，本次论坛
以“与世界对话，谋绿色发展”为主
题，7月15日-17日在成都市世纪城
国际会议中心举办。

截至目前，本届论坛已邀请到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全国政
协、国务院参事室、国家发展改革
委、生态环境部等部委领导，包括
国际机构22家、中外企业48家，其
中不乏来自亚洲、非洲、欧洲、大洋
洲、拉美地区的嘉宾，以及2018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Paul M.
Romer这样的专家学者。

论坛将聚焦都市圈发展、城乡
融合、公园城市、儿童友好城市、绿
色发展和韧性城市等领域，通过专
家演讲、专题对话、圆桌讨论、实地
调研、媒体专访、自由交流等方式，
共话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之
路，共建“一带一路”开放发展之路，
共同探索全球绿色发展之路。

论坛期间，多家机构将发布其可
持续发展研究成果。联合国人居署
和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
将联合发布成都可持续发展导则。
联合国人居署和中国城市和小城镇
改革发展中心将联合发布第二期国
际可持续发展试点。中国城市和小
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和城市联盟将发
布《次级城市体系之互联互通》。

本届论坛还召开了“一带一路”
可持续城市联盟圆桌会议，探讨联
盟建设及分享可持续发展案例。

47年前，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在斯德哥
尔摩举行的联合国人类环境研讨会上正
式提出。当时，健康和富有生机的环境是
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如今，它的定义已不
再仅限于环境，更好的生活方式、绿色的
交通出行等都属于可持续发展的范畴。

无论环境还是交通，这些因素都存
在于一个整体的载体——城市。为此，
一个名为“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
的国际组织正在在筹备中，并在7月15
日，第三届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
坛期间，该联盟在举办地四川成都举行
了首次圆桌会议。

新加坡国家公园局园林署高级署长：
城市开发要考虑保护本地物种

新加坡是世界闻名的“花园城市”，
在城市早期建设的时候也曾积极投资
基础建设，希望多建房屋推进经济开

发。但同时，这座城市也特别注重兴造
公园、绿化街道，改善人居环境。

在圆桌会上，新加坡国家公园局园
林署高级署长Chuah hock Seong分享
了新加坡建设花园城市的经验和心得。

“我觉得自然生态系统是整个城市可持
续性发展的一个重要环节，我希望城市
的管理者，在管理设施、基础设施开发
时要考虑到保护本地物种。在破坏的同
时积极修复生态栖息地。”他说。

斯洛伐克特伦钦市副市长：
用监管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斯洛伐克特伦钦市副市长Patrick
Zak提到，过去十年间，斯洛伐克的平均工
资增加了近4成，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也
让他们对绿色城市有了更高的要求。“我
们已经意识到，城市当前面临最大的问
题仍然是交通和个人出行的问题。”

Patrick说，交通压力首先就体现在车辆
保有量的提高，要降低私家车出行的压
力，必须从使用者下手——为鼓励少用
车，特伦钦市选择提高停车费用，用监
管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Patrick透露，这种强制手段短而快
地改变了人们的出行习惯，一些人已经
意识到，用公共交通等方式同样可以方
便出行。Patrick说，事实上居民仍有诉
求，希望有更多的监管手段去实现可持
续性的城市发展。

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城市
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
盟由中国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
心）与联合国人居署、世界卫生组织等中
外合作伙伴共同发起。联盟发展目标为
以非实体性平台机构为基础，提升“一带
一路”沿线城市品质，促进城市可持续发
展，重塑城市公共生活，激发城市活力。

国家发改委规划司副司长周南指
出，以城市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一带一
路”可持续城市联盟，可为更充分的交流
和合作提供有利平台，也可促进国际城
市合作从过去双边化走向多边化、网络
化、机制化。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
中心国际合作部主任刘悦表示，联盟的
基本设想，是通过共商路径、共建平台、
共享案例的方式促进“一带一路”城市可
持续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实习记者 曾那迦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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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都市圈发展、城乡融合、公园城市……

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高层论坛来了！

《导则》对“公园城市街道究竟该如
何规划建设”提出了六个要求。

▼慢行优先的安全街道
将压缩车道数量和车道宽度

《导则》提出，慢行优先的安全街道
将通过4个举措来保障：打造全域慢行系
统，在有条件的地方通过限制机动车通
行等举措打造城市慢行街区；压缩车道
数量和车道宽度，减少道路转弯半径，使
行人慢行过街更加安全便捷；通过快慢
分离（主辅分离、机非隔离）等措施，使街
道更加安全；高标准打造天府绿道，将绿
道融入街道慢行系统，保证绿道贯通；允
许慢行系统与天府绿道有机融为一体。

▼界面优美的美丽街道
鼓励沿街公共建筑开放退距进

行一体化设计

为了街道的界面更美丽，《导则》提
出鼓励沿街公共建筑开放退距进行一体
化设计，保障步行空间宽敞、连续和舒
适，同时通过对沿街建筑立面和建筑风
貌的整体设计，使沿街建筑呈现出“高低
起伏、错落有致”的天际线和协调有序的
建筑风貌。此外，街道设施还将与天府文
化和人文艺术有机融合，提升桥梁、座椅
等街道家具的艺术性和美观性，并通过一
体化照明设计形成特征突出的街道夜景。

▼特色鲜明的人文街道
为历史建筑预留空间，设置完善

的无障碍设施

特色鲜明的人文街道，既要求街道
设计应当注重对历史街巷的保护与恢复，

传承街道历史空间特征，在街道设计中为
历史建筑、古树名木等预留空间，也包括了
应充分考虑特殊人群需求，设置完善的无
障碍设施和通学优先道，体现人文关怀。

▼多元复合的活力街道
鼓励街道沿线土地复合开发

为激发街道活力，《导则》提出，鼓励街
道沿线土地复合开发和建筑首层功能复合
利用，丰富业态的多样性，同时将社区广
场、街道小游园等开敞空间构建为可进入、
可交流的社区活动场所，营造多元化街道
活动，满足不同街道使用者的活动。

▼低碳健康的绿色街道
增加立体绿化，采用海绵设施

《导则》提出，要增加形式丰富的立
体绿化为街道增添竖向绿色观赏界面，
优先采用本土树种打造“开场舒朗、层次
丰富”的绿化空间形态，并采用透水材
料、雨水花园等街道海绵设施，打造低碳
健康的绿色街道。

▼集约高效的智慧街道
建立智慧街道服务平台，推广综合管廊

《导则》提出，在街道上，要建立集成
智慧旅游、智慧环保、智能交通和智慧监
控等服务设施的智慧街道服务平台，并采
用“多杆合一”、“多箱合一”的方法对街道
市政公用设施进行整合，此外，还要推广
综合管廊建设，合理集约布设市政管线。

培训会后，杨潇告诉记者，在《导则》完
成后，各部门还将修订完善相关规定和技
术标准，“目前首批试点街道正在筹备当
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尹沁彤

对于城市来说，街道是最基本的公
共产品，是与城市居民关系最为密切的
公共活动场所，也是城市历史、文化的
重要空间载体。但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
来，随着人类生产力发生改变，以小汽
车为代表的机动化交通成为主流，也使
得街道空间日益远离人本关怀，“以车
为本”理念成为街道规划设计的主流。
成都也在此期间，留下了我们如今看到
的颇多“以车为本”的街道空间。

然而，城市终归因“人”而筑，“人
本思想”在街道空间回归既是趋势也
是必然。对此，已有很多城市进行了探
索——伦敦制定了一系列保障步行、

限制机动车的行动计划，使中心区机
动车交通量下降了15%-20%，给步行
留出更多空间；纽约2009年开始以时
代广场改造为试点进行街区公共空间
改造并颁布《纽约街道设计手册》，将
街道空间归还给行人和骑行者……

如今，正处在“高速度增长”向“高
质量发展”转型期的成都，也以“公园
城市街道一体化设计”为幕，拉开了人
本思想在成都街道空间的理性回归
——《导则》明确，成都街道将回归市
民的慢行空间、活动空间、交往空间和
休闲空间，将成为承载公园城市美丽
宜居生活场景的重要载体。

人本思想将如何在成都街道空间
理性回归？《导则》提出，要以“建设以人
为本、安全、美丽、活力、绿色、共享的公
园城市街道场景”为核心目标，实现街道
营造理念的五大转变：道路红线设计向一
体化设计转变、工程设计向景观设计转
变、从车行为主向公交和慢行为主转变、
从街道设计向街区场景营造转变、从重视
地上空间设计向地上地下空间并重转变。

“今后我们的公园城市街道是要
结合街道中‘人’的活动和需求来做

‘U’字形的空间规划设计，也就是把道
路红线外与行人关系更密切的绿化
带、建筑后退空间、建筑立面等全部纳

入一体化设计。”成都市规划设计研究
院副院长杨潇告诉记者。

具体来说，《导则》将全方位引导
街道设计更加注重空间形态和景观设
计，全面引导设计向慢行安全、步行空
间、骑行网络和绿色交通接驳倾斜，通
过构建“生活型”、“商业型”、“景观
型”、“交通型”、“产业型”和“特定类
型”六大街道场景，将街道打造为承载
公园城市美丽宜居生活场景的重要载
体。此外，街道设计也将结合TOD站
点、地下通道、过街天桥、地上二层连
廊等进行一体化设计，使街道真正成
为地上地下连通的一体化街道。

公园城市街道是什么公园城市街道是什么？？
人本思想在街道空间的理性回归11

如何如何““以人为本以人为本”？”？
成都街道营造理念将发生五大转变22

今后的街道长什么样今后的街道长什么样？？
《导则》提出六个要求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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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城市联盟首次圆桌会议：
“一带一路”沿线城市可持续发展路在何方？

“一带一路”可持续城市联盟圆桌会现场

景观型街道场景图

三位“大使”
登台那不勒斯

唱出成都“好声音”

廖昌永：
参加大运会，
弥补多年遗憾

作为一名从成都走向
世界的著名歌唱家，廖昌
永教授一直是四川、成都
的文化名片之一。在谈到
是否有为这次的献唱做一
些准备时，廖昌永表示，这

次接旗仪式是在那不勒斯进行，“大家都知道，那不勒斯
是盛产名曲的地方，《我的太阳》、《重回索兰托》这些中
国人耳熟能详的歌曲，都是那不勒斯名歌，所以这次我
跟意大利女搭档一起为大家现场合唱《我的太阳》，我们
也还是有一些设计的。而且我认为，在这样的一个时刻，
在这样的一个场合，由一名中国歌唱家和意大利歌唱家
来合唱《我的太阳》这首歌，是最能体现中国和意大利之
间悠久的文化交流的。”

值得一提的是，廖昌永曾是一名“体育特长生”，据
他透露，事实上他最初想报考的是体育学院，后来阴差
阳错去了上海音乐学院。廖昌永回忆了他学生时代在体
育场上的成就：从小就是校篮球队的队长，但最强的项
目是铅球、标枪和短跑，曾经拿过当时的郫县中学生田
径锦标赛铅球的季军，但在参加成都市运动会时发挥失
常，没能拿到好的名次。廖昌永说：“我的运动员生涯止
于中学，这实在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这次能够参加大运
会，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一次弥补。下次在家乡举办的大运
会，我一定会到现场，为中国的大学生健儿加油助威。”

李宇春：
我和大运会有缘

当李宇春出现在彩排
现场时，立刻引起了轰动，
很多意大利的志愿者都想
跟她合影。李宇春表示，自
己8年前演唱了深圳大运
会志愿者主题曲，8 年后
又被家乡成都授予了大运

会文化交流大使的称号。这是她和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
缘分，也是大运会对她的信任。“如果2021年成都大运会
需要，不管是做歌手演唱，还是做志愿者服务，只要是我
力所能及的，我都会去做，为家乡尽自己的绵薄之力。”

成都正在打造“三城三都”，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让李
宇春对自己的家乡充满自豪，“每一次回家乡都能感受
到不同的变化，包括有很多地方都让我觉得，这是不是
有点太美了。因为我有很多机会可以去到很多国家，去
体会不同的文化，所以我觉得成都的变化是非常让我感
到自豪和欣喜的。所以我去参加很多活动，比如戛纳电
影节什么的，我都会给其他国家的演员和歌手极力推荐
我的家乡，让他们一定要来旅游。”

冯喆：
与“熊猫宝宝”秀体操

作为奥运体操冠军的
冯喆，是成都体育界的代
表人物，这次接旗仪式，他

“跨界”演唱了赵雷那首风
靡一时的歌曲《成都》，表
现出了不俗的唱功。在来
到那不勒斯后，冯喆还参

加了浓郁熊猫元素的中国·成都熊猫咖啡馆（那不勒斯
快闪店）开店仪式。他不仅全程互动参与成都熊猫咖啡
文化，还和“熊猫宝宝”来了一场艺术体操比拼秀。通过
这场独特的熊猫体操互动秀，冯喆表达了自己的心声：

“能和家乡‘熊猫宝宝’一起秀一段艺术体操，我简直太
开心了。我希望让更多的国际友人能够了解成都，喜欢
成都，感受到我们成都的热情与友好！”冯喆也向在场观
众发出了邀请，“2021成都大运会，我们相约成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何鹏楠

当地时间7月14日晚，第30届世界夏季大学生运
动会在那不勒斯圣保罗体育场正式落幕。在接旗仪式后
的“成都时间”里，三位成都籍文化体育名人：“成都大运
会文化交流大使”廖昌永、李宇春，以及“成都大运会形
象大使”冯喆先后登台献唱。

紧接01版 要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
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
提高政治能力，为我们党不断发展壮大、从胜利走向胜
利提供重要保证。

文章指出，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
果。政治方向是党生存发展第一位的问题，事关党的前
途命运和事业兴衰成败。我们所要坚守的政治方向，就
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就是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坚持党的政治领导，最
重要的是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这要作为党
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

文章指出，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
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
力点。要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
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
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文章指出，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是一项长期任务，必
须作为党的政治建设的基础性、经常性工作。要把树立
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作为重要着力点，贯彻落实新形势下
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良好政治文化涵养风清气正
的政治生态。必须以永远在路上的坚定和执着，坚决把
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使我们党永不变质、永不变色。领
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做廉
洁自律、廉洁用权、廉洁齐家的模范。

文章指出，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增强政治敏锐
性和政治鉴别力，不断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
部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辨别政治是
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
力，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