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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民族伟大复兴引领成都崛起

要闻

正确答案：ABBCB ABACB
获奖名单：

第三批有奖竞猜前十位
满分网友名单出炉（见下），
红星新闻将一一电话联系，
请保持电话畅通。名单中的
网友将获得红星新闻特别设
计制作的“成都，为祖国喝
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0周年定制限量手机壳，
以及一张红星新闻联名天府
通定制的“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实体交通
卡（地铁、公交通用）。
138****9939 139****6939
136****0012 135****5784
136****3298 189****2626
191****1259 159****7861
153****5536 138****6667

第三批正确答案和
竞猜满分网友名单

2000年7月，音乐广场已经建成

1997年7月，府南河改造基本完工

1992年8月，沿河都是老平房还有不少吊脚楼

2018年8月，两岸高楼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邀你
参与

“这样的活动非常好，可以
唤起市民对成都的热爱，又可以
让现在的人了解成都的变化。”
成都摄影师严永聪是地道成都
人，从事摄影工作20余年，常年
拍摄城市建设和发展。

听说了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举办“天府芳华70载影像纪”
活动后，严永聪积极参加并拿出
珍藏的老照片。在活动公布的第
二批老照片中，就有两张是他提
供的，一张摄于1992年，府河和
南河在此交汇；一张摄于1994
年，是现在“夜游锦江”的必经路
段东门大桥水津街河段。

事实上，严永聪拍摄的府河
与南河交汇处照片，不是1张，而
是4张，并且4张照片跨越26年，
见证了成都的发展变迁。

1992年8月严永聪参与了航
拍成都。当直升飞机飞临市区滨
江东路与天仙桥南路街口上空
时，严永聪抓住机会，倚在机舱门
边，举起尼康F3手动相机，屏住呼
吸拍下了一张照片。“此处是府河
和南河的交汇处，两河在此汇合
后一直向东流。图片左边是外东
上河坝、南河口街、黄伞巷、大同
巷、存古巷等街道，那一片基本上
以老平房居多；右边是太平上街、
中街，沿河都是老平房还有不少
吊脚楼。”严永聪回忆到。

1997年7月，府南河改造基
本完工，严永聪登上位于滨江东
路与天仙桥南路街口的一栋楼

的楼顶拍摄。图片左边的河堤已
改造并进行了绿化，右边的太平
上街、中街老平房已基本拆除，
河堤已建成，还有正在施工的住
宅。“远处一环路南一段、致民路
路口一栋白色的建筑格外耀眼，
那就是成都工商大厦。”严永聪
向记者解释。

2000年7月，严永聪再次来
到滨江东路与天仙桥南路街口，
在一个楼顶拍摄。“经过整治后
的府南河绿意葱葱，水也更清澈
了，右边太平上街、中街矗立起
了不少楼宇。音乐广场已经建
成，成都的不少民间活动都在音
乐广场举行。府南河已开始行游
船，市民可坐游船欣赏府南河风
光。”严永聪感叹。

2018年8月，天气不错，严永
聪又一次来到滨江东路与天仙桥
南路街口一栋商务楼上，看到了
此处的巨大变化。“两岸高楼如雨
后春笋般崛起，图片左边是2007
年竣工的香格里拉大酒店，成都
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河边兰桂坊
酒吧一条街，入夜这里灯火辉煌，
古色古香的廊桥横跨锦江南北，
形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

多年来，严永聪拍摄的成都范
围也越来越广，从原来的望江楼、
九眼桥、春熙路，到现在的天府大
道、环球中心、兴隆湖……“作为成
都人，爱成都就拍成都。城市建设
不断发展，最好的追随方式就是通
过相机来记录。”严永聪说。

参与方式：下载红星新闻
APP并实名注册，活动期间每日
上午10点整准时发布当天“天府
芳华70载影像纪”有奖竞猜题
目，网友进入竞猜页面答题。70
张老照片将分7天、每天10张进
行发布，活动期间每人每天限参
与竞猜3次。每天前10位全部答
对者，将获得红星新闻特别设计
制作的“成都，为祖国喝彩”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定
制限量手机壳，以及一张红星新
闻联名天府通定制的“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实体交
通卡（地铁、公交通用）。（活动最

终解释权归红星新闻）
此外，你也可以在稿件下方

留言，分享你看到老照片后的城
市记忆、精彩故事，我们将在红
星新闻客户端与大家分享，并向
你送出一份“成都，为祖国喝彩”
特别定制礼物。

你如果有珍藏的老照片，欢
迎发送到指定邮箱cdsbwb@163.
com，邮件主题请注明“我为祖国
喝彩”，发送内容为照片+简介
（拍摄时间、地点、拍摄者、联系
电话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挺
颜雪 摄影 严永聪 王红强

开栏语

爱成都就拍成都！
4张照片记录下
26年成都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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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批照片上线
大腕儿“助阵”带你猜成都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联合四川省摄影家协会、
成都市摄影艺术家协会和
成都22个区（市）县推出

“成都，为祖国喝彩”特别
策划，活动之一“天府芳华
70载影像纪”继续进行中。

9月20日，第四批成都
老照片上线。本期老照片
中有大家熟悉的明星大腕
儿：2005年，袁隆平在成都
指导超级杂交水稻培育，
如今这里建有杂交稻种业
硅谷；同样是2005年，一股
选秀旋风席卷全国，名嘴
李湘在成都为选秀节目主
持造势。

除了大腕儿助阵，还
有一些属于成都人的共
同记忆：曾经风靡成都的
乐园；一片国营工厂老建
筑……都是难以忘怀的
记忆！

有奖竞猜奖品加码
定制版实体交通卡上线

这是成都知名地标 ，与春熙路
组成的“春盐商圈”一直处于成都商
圈塔尖地位，请问这里是？

图中建筑群由国营工厂改建
而来，如今已经集合音乐、美术、
戏剧、摄影等多种文化产业形态，
请问这里是？

天府芳华天府芳华
70载影像纪

滨江东路与
天仙桥南路街口

拍摄
点位

从工业化迈入城市从工业化迈入城市
化的中国化的中国，，因为人口因为人口、、资资
源高度集聚源高度集聚，“，“大城市大城市
病病””随之而来随之而来。。

近期召开的中央财近期召开的中央财
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上上，，高质量发展的区域高质量发展的区域
经济布局经济布局、、产业基础能产业基础能
力力、、产业链水平成为热产业链水平成为热
词词，，亦是对城市发展方亦是对城市发展方
式和经济组织方式的重式和经济组织方式的重
大调整大调整。。

如何优化城市空间如何优化城市空间
布局和重塑经济地理布局和重塑经济地理？？

如何避免区域发展如何避免区域发展
同质化同质化、、克服大城市病克服大城市病？？

产业功能区成为抓产业功能区成为抓
手与良方手与良方。。

20172017年年77月至今月至今，，
成都市产业功能区及园成都市产业功能区及园
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先区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先
后召开五次会议后召开五次会议，，深化深化
认识认识、、积极探索积极探索、、建章立建章立
制制，，打开了产业功能区打开了产业功能区
建设的新局面建设的新局面。。

成都为何要建强产成都为何要建强产
业功能区业功能区？？如何进一步如何进一步
凝聚社会共识凝聚社会共识、、如何全如何全
面提升产业发展能级面提升产业发展能级、、
如何创新构建城市核心如何创新构建城市核心
竞争优势竞争优势、、如何持续推如何持续推
进管理营运体制机制创进管理营运体制机制创
新突破……成都商报新突破……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今起推出红星新闻今起推出““解解
码产业功能区码产业功能区””系列报系列报
道道，，探寻其起势探寻其起势、、筑基筑基、、
赋能赋能、、成势之路成势之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叶燕

从 到 ，
产业功能区“进化”了什么？

产业园区是经济发展的空间载体和先导
力量，其发展历程见证了城市经济地理的重
构，更映射出城市发展理念的巨大转变。

改革开放40年来，成都产业园区从东郊
工业区起步，发展到遍布市域的116个工业
园区，再到整合为21个工业集中发展区；从
低成本、低门槛、高补贴集聚产业的工业集中
区1.0版本，到以优惠政策引导和产业补贴吸
引技术密集型企业集聚的高新区2.0版本，再
到以提高功能复合率和宜业宜居度为导向的
3.0版本——产业功能区。

9月18日，成都市产业功能区及园区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第五次会议召开。从理论探索到
实践创新，产业功能区建设被成都称为“转变
城市发展方式和经济组织方式的革命”。

那么，从工业集中区1.0版，到如今的产业
功能区3.0版，成都这场“革命”进化了什么？

作为改革开放进程的重要
窗口，产业园区已经走过了35年。

1984年9月25日，国务院
批准建立大连经济技术开发
区，这是我国第一个国家级经
济技术开发区。大连经济技术
开发区当年即启动建设。按照
规划，第一期工程在马桥子村
附近的5平方公里区域进行，
其中3平方公里作为经济技术
区，2平方公里用于建设海滨
风景区、文化娱乐场所、外商
公寓、生活设施以及商业服务
中心等。经开区很快带来发展
效应，到1990年底，已有14个
国家和地区的客商到这里投
资办起170多家企业。

1984～1985年，宁波、秦皇
岛、青岛、湛江、广州、天津等开
发区陆续成立。到1988年，国务
院在12个沿海开放城市共批准
成立了14个开发区，首批国家
级经开区全部落地。

1992年，全国出现第一次
“开发区热”。公开数据显示，
1992~1993年，国家批准了第
二批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共18个，范围从沿海向沿江、
内陆扩展，包括长春、沈阳、哈
尔滨、杭州、惠州大亚湾、武汉

等地。国家级开发区也由14个
增至32个。

从数据上看，很多地区
1992年一年引进的外资，就超
出了过去几年的总和。开发区
顺应中国市场化改革和经济开
放两个大方向，尝试诸多市场
经济体制，包括招商引资、税收
优惠政策、对外资给予特殊待
遇等，这些措施在改革开放早
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

蓬勃发展的同时，低成本、
低门槛、高补贴集聚产业的园
区,各种问题接踵而至。不少园
区设立的目的和主导产业不明
确，名称和内容含义不清，甚至
圈占大量耕地和突破土地利用
与城市建设总体规划，越权出
台各种优惠政策。比如，某卫星
城工业园区，规划面积18平方
公里，突破土地利用总体规划
10.8平方公里，其中有12平方
公里突破城市总体规划。

同时，开发区资金大循环
模式不断在各地复制上演，财
政压力陡增，相关的征地拆迁、
房地产开发问题也一一凸显。

2003～2004 年 ，国 家 对
“开发区热潮”进行了整顿清
理，暂停审批各类开发区。

在产业园区热潮中，一种
明确产业主题、更注重科技创
新驱动的园区发展模式——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诞生。

1988年，中国改革开放的
巨轮驶向第一个10年的重要关
口。这一年，全国科学大会提出
论断：“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
力”。也是这一年，我国第一家国
家高新区——北京市新技术产
业开发试验区诞生，这是中国第
一个以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集
科研、开发、生产、经营、培训和
服务为一体的综合性基地。

相比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
高新区有了更清晰的目标——
高新技术产业。高新区的出现，
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北京市新
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今天有更
让人耳熟能详的名字——中关
村。在此之前，“中关村电子一条
街”已经闻名遐迩。这是国内最
大的计算机与电子产品集散地，
到1987年，每天人流量最高达20
万人次，科技型企业148家，新技
术产业产值达2.2亿元。

与北京中关村一样，成都
也有聚焦世界科技前沿，努力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案例——
成都高新区。1988年，成都拉开

高新区建设的大幕。当时，省、市
给成都高新区定下了“点、线、
片、面”结合的建设框架。“点”是
以成都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为中
心，“线”是选择在中国科学院成
都分院附近地区建立科技一条
街，“片”是建设好东郊以电子技
术为主的科技密集开发区辅区，

“面”是在南郊神仙树区域建立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对成都甚至四川来说，高新
区意义特殊——成都高新区明
确将电子信息产业作为重点发展
产业，并开启孵化模式。1990年，
当时全国面积最大的孵化楼
——成都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
心竣工，随后，天府新谷获批为中
国第一家国家级民营科技企业孵
化器，到2005年全国最大的单体
软件园区天府软件园投用，再到
2016年菁蓉汇投入运营……到
今天，电子信息产业已发展成为
成都乃至四川的第一支柱产业，
成都成为全国IT产业第四极。

但在这背后，除了创新创
业带来市场活力，高新技术开
发区之所以比其他园区更具吸
引力，其核心还是在于优惠政
策引导和产业补贴，由此吸引
了技术密集型企业集聚。

但无论是经济开发区1.0版
本，还是高新区2.0版本，都是以
企业规模集中为导向的单一经
济组织方式，普遍存在定位不清
晰、功能不完善、职住不平衡、资
源不集约的问题，特别是割裂了

“人城产”之间的关系，造成生产
与生活的失衡。随着中国从工业
化迈入城市化，人口、资源高度
集聚，“大城市病”也随之而来。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成都率
先提出了建设以提高功能复合
率和宜业宜居度为导向的3.0版
本——产业功能区。

对成都而言，在越来越迫切
的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压力矛盾
中，必须思考城市发展和经济组
织方式的新路径。为此，成都在全
国开启新一轮革命——2017年7
月，成都在产业发展大会上提出，
统筹布局建设66个产业功能区。
最重要的关键词是：主导产业明
确、专业分工合理、差异发展鲜
明。通过建设集生产、生活、生态
功能复合的产业功能区，实现小
尺度空间的区域性产城融合，将
降低长距离交通出行比例，减少
对城市公共资源的占用，从而增
强城市经济和人口的承载能力。

2018年1月举行的产业功能
区建设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着
眼于高点定位系统谋划，提出

“核心在产业、关键在功能、支撑
在园区、机制是保障”的总体思
路，系统对主导产业选择、功能
形态定位、要素空间集聚、机制
体制创新作出部署。这场会议从
理论上明确了什么是“产业功能
区”——集研发、生产、居住、消
费、人文、生态等多种功能于一

体的城市新型社区。5月的第二
次会议则明确战略目标精准施
策，提出以“人城产”逻辑推动城
市发展方式转型和经济发展方
式转变，大力营造产业生态、创
新生态、生活生态和政策生态。8
月的第三次会议上，成都产业功
能区建设总体规划基本完成，进
一步明确了产业功能区建设的
战略方向和实现路径。

2019年2月第四次会议提
出，推进产业功能区建设是精准
产业定位、提升产业显示度的

“迫切需要“，要秉持一个产业功
能区就是若干新型城市社区的
理念，塑造未来城市新形态。

而本月18日召开的第五次
会议，成都进一步提出四个“鲜
明”——鲜明“治本、转型、提质”
导向，进一步凝聚社会共识；鲜
明“建链、强链、补链”导向，全面
提升产业发展能级；鲜明“集聚、
集成、集约”导向，创新构建城市
核心竞争优势；鲜明“专业、精
准、效率”导向，持续推进管理营
运体制机制创新突破。两年间，
随着会议渐次推进，产业功能区
建设从认识论到方法论，思路愈
加清晰；从战略谋划到战术推
进，局面已然打开；从理论探索
到实践创新，内涵日益丰富。

近期，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
次会议上明确提出，要增强中心
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
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推
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
区域经济布局，这是对城市发展
方式和经济组织方式的重大调
整。而这，正是成都产业功能区
建设的目标和任务。

粗放的工业集中区
从经济蓬勃到困惑重重1.0版 聚 精细化的高新区

注重创新驱动 优惠政策引导2.0版 选

革命性的产业功能区
转变城市发展和经济组织方式3.0版 破

成都科学城 摄影记者 张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