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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成都，正按照绿色发展
理念高标准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未来的成都将会是怎样？以天府绿道串联生态
区、公园、小游园、微绿地，构建五级绿化体系，“300 米
见绿，500 米见园”，做到“推窗见田、开门见绿”，实现

“绿满蓉城、花重锦官、水润天府”的盛景⋯⋯
“窗含西岭千秋雪”的盛景再现成都，也是全国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期待。
“只要天气状况好，我都会选择步行或是骑车上

班。”全国人大代表、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院、华西医
院院长李为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直言，这几年，自
己已成为共享单车的“忠实粉丝”。

“来我们医院的患者多，常常发生交通拥堵的情况。
因此，我们号召医务工作者绿色出行，减少医院周边拥堵，
同时也能为患者留出更多车位。”在李为民看来，绿色低碳
出行，着实是件一举多得的事情。“PM2.5进一步降低，道
路进一步通畅，同时，大伙儿的身体也得到了锻炼。”

绿色发展，不仅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更是我们
城市发展的永续动力。

“城市想要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就得改善环境，为人
才的成长和发展营造更加高效舒适的生活和工作环境。”
这些年来，成都的变化让李为民欣喜——龙泉山城市森
林公园和天府绿道建设全面启动，一批科技、绿色的企业
源源不断落户成都，2017年，空气优良天数创下五年来

最好水平⋯⋯李为民期待着，也坚定地相信着，未来的成
都，将真正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

对于成都绿色发展的成效，全国政协委员张建明
也深有体会。

“我有两个企业就在锦江边上，我们可以说是见证
了锦江水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善。”在张建明看来，成都
加快推动绿色发展，不仅推动了生态环境改善，更吸引
了更多优质资源聚集到成都。

“成都在绿色发展方面做得很好，这是有目共睹
的。”张建明告诉记者，在他看来，成都天府绿道的建设
走在了全国前列，这也是成都绿色发展成效的一个生
动缩影。 本报记者 张家华 胡清

绿色投入账
天府新区300亿元生态资金投入撬

动 6000 亿元投资，“这就是一笔生态价
值的大账”。

绿色产业账
优美生态资源成为战旗村的产业资

本，“把生态作为最宝贵的资源来保护和
利用，实践证明这条路是实现乡村振兴
科学可行的光明大道”。

绿色民生账
满足人民优美生态需要，提供优质

生态产品，塑造“推窗见田、开门见绿”的
城市形态，重现“窗含西岭千秋雪”旷世
盛景。

成都，地处川西平原，沃野千里。
天府新区作为国家级新区，规划建设如同白

纸绘画，市委从规划之初就将绿色着色为新区的
城市底色。而在广袤的城乡大地，又该怎样践行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从天府新区沿锦江溯源而上，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的战旗村正处于锦江上游水源保护地，优美
的生态环境让这里成为各地游客追捧的乡村旅
游目的地，春节假期就接待游客超过十万人。

“总书记视察战旗村时，对我们村的环境给
予了肯定。要是几年前，战旗村可没有这么漂亮
哦。”村党总支部书记高德敏说，战旗村能有今天
的优美环境和富裕生活，正是落实总书记“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和市委推进绿色发展部
署取得的转型成效。

以前的战旗村，和大多发展中的乡村一样，
更多考虑集体经济增收，生态环境建设有所忽
略。“以前村上有五六家中小企业，包括复合肥
厂、砖瓦厂等，因为紧邻村民集中居住区，粉尘、
噪声对群众生活产生影响，大家都迫切希望关闭
这些企业。”高德敏和村两委干部们下定决心，先
从村办企业关起，再和群众一起挨家上门做工
作，终于，短短两年时间，村内不再有污染企业，
清澈的溪流回来了，地里的蔬菜水果更加生态健
康了。

第五季妈妈农庄，是战旗村加强生态保护后
落户的一个大型生态农业项目。成片的熏衣草
田、用四季花卉造型的大地景观，每年都吸引着

各地游客，也让战旗村名声大噪，村民收入日益
增加。

利用企业搬迁后腾出的建设用地，战旗村还
赶上了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的好政策。
搬迁后的复合肥厂和预制板厂腾出了13.45亩建
设用地，成为全省“第一宗”入市地块，获得价款收
益 706 万元。就在 5 月，第五季香境项目将投入
使用，成为战旗村乡村旅游的综合服务体，为当地
村民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增加旅游业收益。

在战旗村的“精彩战旗”展厅，当地特色农产
品特别引人注意。总书记在视察时对展出的本
土白萝卜予以称赞，还提出了“销售到北京等地
去”。受总书记称赞的萝卜，是产自郫都区新民
场镇云桥村的圆根萝卜。云桥村地处成都饮用
水源核心保护区，云桥圆根萝卜的高品质也正是
实施绿色发展、高度重视生态保护的成果。

伴着春日明媚的阳光，记者来到郫都区新民
场镇云桥村。绿色田野间凉风轻拂，河水潺潺，
清澈而纯净。46 岁的潘玉梅正和工人们在田里
抢收最后一批云桥圆根萝卜。每年按祖辈传下
来的方法进行水旱轮种，加上这里是水源保护
区，大家都采用有机耕作方式，不打药，除虫就用
黄板和太阳能杀虫灯，水好、土好、空气好，萝卜
的滋味格外香甜，2015 年还取得了国家农产品
地理标志认证。就在上个周末，云桥圆根萝卜已
经在北京的 8 家盒马鲜生超市开始销售，接下来
还将走进国内多个一线城市。

在云桥村，保护环境、有机种植已成为村民
们的一种共识。村里 75%以上的面积都属于水
源保护区，禁止新建、扩建与供水设施和保护饮
用水水源无关的建设项目，也杜绝一切会污染水
源的活动。

战旗村的转型、云桥村的有机种植，正是成
都坚持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
更加突出位置的一个缩影。“西控”区域将持续优
化生态功能空间布局，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
展的经济体系，退出与资源禀赋不协调的产业，
将把建设用地总量在原规划提出的2020年的指
标上，降低 20%；“北改”则将建设提升北部地区

生态屏障功能；“中优”区域则将实施“三减三
增”——减居住人口、减开发强度、减非核心功
能，增文化功能、增旅游业态、增开敞空间。

“绿色成为最优质资产”，在成都，通过发展
景观农业、保护和修复川西林盘、开展大地景观
营造而改变命运的乡村还有很多，三道堰镇青杠
树村、蒲江县明月村、崇州市五星村等早已成为
享誉全国的乡村振兴明星村。

“我们依托原有林盘、河流等生态资源，把
这些生态资源变成乡村旅游的资本，打造出了
现在‘林院相依、院田相连、田水相映’的川西生
态田园风光。”青杠树村村委会主任钟家旭感慨
道，坚持把生态作为最宝贵的资源来保护和利
用，实践证明这条路是实现乡村振兴科学可行
的光明大道。

优美生态资源
成为战旗村的

产业资本

做好
一座公园城市的
绿色账

春天的蓉城，繁花似锦，城乡大地满目苍翠！
天府新区兴隆湖，一池清水碧波荡漾。湖畔，鸟语花香、景色宜人，环湖绿道两侧绿树成荫，一步一景，一座座现代风格的总部大楼恰如其分地成为公园的一分子。

这里，既是一座产业新城，更是一座超大型的湖景园林。
数十公里外的郫都区战旗村，又是另一番春色，成片绽放的油菜花田，“待字闺中”的熏衣草地，大地景观陪衬着一栋栋川西风格的乡村别墅，好一派生态田园美景。
无论是在兴隆湖畔享受公园的惬意，还是来到乡村呼吸大自然的气息，如此美丽宜人的成都，必定不负春光。
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在川视察期间，先后来到天府新区和郫都区战旗村。总书记强调，天府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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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主持召开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听取四川工作汇报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好生态文明建
设，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美丽城镇和美丽乡村交相辉映、美丽山川和美丽人居有机融合。

全市干部群众备受鼓舞，备增奋进动力，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高标准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塑造“推窗见田、开门见绿”的城市形态，重现天府之国“窗含西岭千
秋雪”的旷世盛景。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自古以来，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对优美生态的向往就深深沁入成都人的心灵。城乡处处绿水青山，这样的愿景正逐步成为现实。
成都把生态建设放在更加突出位置，着力构建生产生活生态相宜的城乡形态，建设美丽宜居的公园城市。实施差异化空间发展战略，以“东进、南拓、西控、北改、中

优”精准导向，降低龙泉山以西区域的环境压力，利用好龙泉山以东的资源优势与环境优势。顺应人民优美生态需要，提供优质生态产品，提升人居环境竞争力，让绿色
成为最优质资产，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绿色动能。

龙泉绿树漫山青，兴隆湖水一池春。
在 2018 年新春即将到来之际，在美丽的兴隆湖

畔，天府新区规划馆展厅迎来了习近平总书记。
“2月11日，对于我来说，是最幸福的时刻，也是

终身难忘的一天。”回味着那天下午见到总书记的
情景，天府新区规划展示厅工作人员刘婧婷仍难掩
心中的激动。当时她距离总书记不到 5 米，目睹了
总书记第一次视察天府新区的全过程。

“刚下车，总书记便来到了规划展示厅现场。
在这里，让总书记驻足最久的，是我们天府新区的
规划建设蓝图。”聆听着总书记对新区工作的肯定
和今后发展的重要指示，刘婧婷激动万分，心情久
久不能平静。

“当看到在天府新区的规划展示沙盘上，城市
与山水共生，天府中心、成都科学城、鹿溪智谷等一
个个城市组团沿湖沿绿而栖，鳞次栉比的高楼与金
色的油菜花地、翠绿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共同搭
配出崭新的城乡景致时，总书记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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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婧婷激动地说，总书记的视察指导，
极大鼓舞了她和同事们，更加坚定了扎根新区的信
心和决心。

总书记的肯定令人备受鼓舞，总书记的指示也
为下一步的发展指明了前行的方向。

公园城市，让所有成都人为之振奋。
公园城市怎么建，也是党中央交给成都的一个

全新时代课题。成都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突出
公园城市特点的重要指示，全面提升人居环境竞争
力。天府新区、双流区地处“南拓”区域，将先行先试
全力推动以公园城市为主要形态特征的城市新区建
设，坚持科学规划引领，和高新区、新津县加强一体
规划、互动发展、优势互补、功能共用。

路径更加清晰，信心愈发坚定。“总书记的到来，
在天府新区的建设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
义。总书记在视察中提出要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
生态价值考虑进去，市委作出了建设公园城市的规

划和部署，我作为天府新区一名建设人员，感到身上
肩负着多么重大的责任与使命！”成都天投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公共事业部副经理谭宏虎告诉记者，天府
新区 300 亿元的生态资金投入，撬动了 6000 亿元投
资，这就是一笔生态价值的大账。

“我们应当加大生态建设投入，科学规划，突出
公园城市特点，始终走绿色发展之路。”谭宏虎说，天
府新区地处“南拓”区域，按照中央和省委市委部署，
全力推动以公园城市为主要形态特征的城市新区建
设，未来前景一定更加美好。

成都将在龙泉山以东的东部城市新区，构建“一
山一水五楔多湖”的生态格局，构建“2+2”通风廊
道，划定龙泉山山体、河流保护廊道等重要生态绿隔
区控制线。龙泉山以西的“南拓”区域，将结合兴隆
湖、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等形成“望山见水、疏密有
致”的城市空间形态，结合浅丘地形形成特色景观。
构建特色城市天际线，形成 11 个观天际线视点，15
条视廊，其中5条观山视廊。

不负新时代，当好答卷人！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坚持绿色发展，实

施全域增绿，成都朝着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奋力前
行，满足人民优美生态需要，提供优质生态产品，践行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
福祉”，奋力书写美丽城市、美好生活的民生答卷。

市十七届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市政协十五届
一次会议专题协商的《成都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
2035年）（送审稿）》提出，按照“生态投资是政府最优
质资产”的理念，成都将大力实施生态保护和建设，以
天府绿道串联生态区、公园、小游园、微绿地，构建五
级绿化体系，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漫步在天府绿道，绿满蓉城、花重锦官、水润天府
的蜀川画卷也徐徐展开。我市正加快实施全域“一轴
两山三环七带”区域级绿道建设，以区域级绿道为骨
架，城市级绿道和社区级绿道相互衔接，形成串联城
乡的公共开敞空间、丰富居民健康绿色活动的天府绿
道体系。规划建设区域级绿道 1920 公里、城区级绿
道 5380 公里、社区级绿道 9630 公里，总计 16930 公
里，这也是目前全国规划最长的绿道系统。

同时，增加城市公园、小游园和微绿地。加快建
设城市公园，其中中心城区和东部城市新区规划建设
102 座。因地制宜建设 3000 平方米以下的小游园，
见缝插绿设置微绿地。“300 米见绿，500 米见园”，实
现“绿满蓉城、花重锦官、水润天府”的盛景。

乘着大好春光，成都化决心为行动，把规划蓝图
变为建设成果。在城乡大地，持续推进“三治一增”，
实施锦城蓝天、蓉城碧水、城市绿心等重大项目行动；
在生态建设一线，正加快建设世界最长天府绿道系统
和世界最大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提升川西特色林盘

形态，推进锦江水生态治理，构筑城市通风廊道。
按照公园城市理念，构建全域绿色空间体系，形

成串联林湖、交融山水的生态“绿脉”；塑造特色城市
形态，加快推进景观农业发展、川西林盘保护和复建，
开展大地景观营造⋯⋯天府成都，将实现“推窗见田、
开门见绿”，重现“窗含西岭千秋雪”旷世盛景。

本报记者 张渝 王李科 李自强 摄影 吕甲

天府新区
投入300亿元生态资金

撬动6000亿元投资

绿色投入账

满足人民
优美生态需要

绿色民生账

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畅谈绿色发展——

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更是城市发展的永续动力

郫都区战旗村党总支书记
高德敏：

我希望全村党员群众团结一
致，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按习近平总书

记的要求，把战旗村建设
得更加绿色生态宜

居 幸 福 美
丽！

市民马世骏：
在绿道休闲散步还是锻炼

身体，都感觉非常舒服，生活环境
好了，人们的幸福感也不断提
升，我的心愿就是人人都能

爱护绿道，这么美的
绿道需要全民

共 同 守
护。

郫都区云桥村村委干部
王永强：

希望开展更多老百姓喜欢
的文化活动，丰富大家的业

余生活，让广大人民群
众有更多的幸福

感 和 获 得
感。

郫 都 区 先 锋 村 村 民
周学成：

希望党和政府继续重视
农业的发展，关注农民生活

的方方面面。我们老百
姓的生活越来越

好 越 来 越
旺！

绿色产业账

云桥村肥沃的土地，优良的生态环境，造就了云桥圆根萝卜成为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在战旗村产品展示台上，云桥萝卜深得市民喜爱

云桥村村民杨帮发靠种植萝卜致富

蓝天绿水的战旗村分外美丽

Administrator
矩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