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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20日，由中国田径协会、
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管委会、新华
网主办的、以“公园·城市·未来”
为主题的“韵动中国·2018 天府
新区公园城市半程马拉松赛”（以
下简称2018天府半马）在兴隆湖
鸣枪起跑，来自十余个国家和地
区的 7000 名跑步爱好者在美丽
的兴隆湖畔迎风起跑，通过竞速
兴隆湖将城市与公园、运动与环
境、人与自然和谐交融诠释得淋
漓尽致。

据了解，“2018天府半马”是全
国首个公园城市马拉松，赛事以

“公园·城市·未来”为主题，主要
围绕有天府新区“生态之肾”美誉
的兴隆湖展开，选手们在好山好水
的城市中奔跑，一路欣赏兴隆湖的
美景。

“在自己曾经参与建设的跑
道来跑马拉松，感觉非常激动！
成都会越来越美！”来自天投建设
公司工程管理部的管理工程师徐
建军，是当初最早一批参与兴隆

湖绿道和天府新区建设的技术专
家，在获知赛事的第一时间就报
名了。

据悉，我市已经把体育消费作
为推进消费升级的一项重点工作，
规划从2017年到2030年的13年
中，重点举办256个国际体育赛事，
把休闲之都打造成为赛事名城，

“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正
在变身为“一座来了就要运动起来
的城市”。

本报记者 王李科 文/图

铺装平整的青石路面蜿蜒连绵；五
颜六色的虞美人迎风招展；挖掘机正挥
舞机械臂，为即将到来的更多树木刨出
落脚点……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丹景台
景区，是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按照建设
公园城市理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
要示范性项目。登上丹景台，近可以看
到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建设，远可以眺
望空港新城、简州新城、三岔湖等项目，
事关“东进”全局。

“丹景台景区打造的重要意义之于
整个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而言，在于它
的‘样板性’。”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后，整个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将打造13
个观景平台，而它们的建设手法和思路，
都将以丹景台景区作为参考。

观景平台的打造是整个龙泉山城市
森林公园建设的一个注脚。当前，龙泉
山城市森林公园建设如火如荼，在所涉
区（市）县，生态恢复、基础设施建设工作
稳步推进，登山步道、游园、部分主题公
园建设已粗具雏形，一幅人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画卷正在徐徐铺开。总面积约
1275平方公里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不仅将打造成“中央绿心”超级公园，还

将成为两翼共享的国际化城市会客厅。
全面建成后将有效提升生态、生活、生产
效益。全市将人均增加10平方米净森
林；将提升8.4亿立方米年蓄水能力；每
年将固碳31万吨，一定程度缓解城市热
岛效应；每年将释放23万吨氧气，有效
提升空气质量；增加动植物近千种，形成
多样化生态环境系统。

天府绿道，是成都建设美丽宜居公
园城市的另一项重要工程。按照规划，
将于2035年建成的天府绿道总长1.69
万公里，是目前全国规划最长的绿道系
统。建成后，天府绿道将覆盖1.4万平方
公里的成都全域，串联起成都境内的生
态区、公园、小游园、微绿地，将整个成都
变为一座巨大的“公园”。

不仅如此，天府绿道还具备了生态
保障、慢行交通、休闲游览、城乡统筹、文
化创意、体育运动、农业景观、应急避难
八大功能。除了500公里的绿道外，还
规划设计了4级配套服务体系，也就是
四级驿站，包含了16个特色小镇形态的
一级驿站、30个特色园形态的二级驿
站、170个林盘院落形态的三级驿站、若
干亭台楼阁形态的四级驿站。

满含设计感
迷你共享运动舱引人注目

20日上午，还没到10点，不少
市民就已经早早地来到了互动活
动现场。“一直看到这里有个围挡，
早就想看看里面究竟弄得咋样
了。”家住附近的市民代表徐阿姨
对记者说。

10点 10分，在成都锦江绿道

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
路的带领下，大家开始了对样板段
的参观。“现在大家看到的样板段是
从太升桥至大安东路桥；单侧绿道
长度194米，两侧绿道长度为390
米；区域总面积15540平方米。”

沿着样板段外侧，首先出现在
大家面前的是一段描绘图案的自行
车道。“这段自行车道由透水混凝土
构成，这是锦江绿道的LOGO，这
个图案是根据泡桐花的形态进行的
设计。”李路手指之处，还有镶嵌着

清爽的蓝色马赛克的长条形座椅。
一转弯，一处集中的锻炼场地出现
在大家面前。一个滚轮一样的装置
首先吸引了大家的眼球。“这是迷
你共享运动舱，等于把跑步机搬到
了锦江边上。”设施方相关负责人
向大家介绍，预约健身时间后获取
开门密码，到场后输入密码就可以
进舱健身。一位市民代表上去进
行了尝试，跑了起来：“跟跑步机差
不多，不错！”旁边一个从没见过的
东西又吸引了大家的视线。“这是
来自芬兰的新型儿童体育设施，主
要通过攀爬、滑行，让4岁以上的
小朋友体验运动的快乐。”设施方
负责人说。运动设施一侧，是一组
非常应景的雕塑——《运动衫》，造
型简洁，颜色亮丽，人们观赏它的同
时也可以坐在上面休息，是一个可
观、可用的雕塑作品。

有效提升
有限空间内打造精致设施

在市民代表中，有一位比较特
殊，他就是23年前这一段滨水绿化
带的设计师——时任成都市风景园
林规划设计院总工程师林农。“作为
专家，我参与了样板段的方案评
审。今天与市民代表一道参观，听
到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感触良多。”
林农表示，他对目前的样板段非常
满意：“样板段在原有滨水绿化带的
基础上，做到了绿量不减、大树不
移、景观格局基本不变；对既有的景
观、大树可谓精心保护，在天府绿道

的规划建设中精湛设计、精致施工，
最后呈现出一段精品绿道。绿带还
是那条绿带，却因为天府绿道的实
施，变得更美、更具参与性。假如要
打分的话，我一定打高分！”

“之前一直担心是把以前的拆
掉、全部重新建设。今天一看放心
了，并没有大拆大建，而是有效提
升。”市民代表蒋女士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说，她所谓的“有效提升”就是

“麻雀虽小，但五脏俱全”：“作为老
城区的一段，这一段绿化用地可以
说是寸土寸金，空间十分有限。在
这样的空间里，锦江绿道增加了好
几处锻炼设施、具有集成功能的‘智
慧杆’；滨水步道上增加了川剧脸
谱、太升路旧场景再现、三维手绘等
等元素，我注意到，连栏杆上都镂空
雕刻出‘小关庙、张家巷’等附近街
巷的地名；还把曾经的管理用房改
造成驿站，据说以后除了厕所，还会
有书吧和咖啡厅……非常精细，也
非常精致！”

加快推进
年内基本建成60公里

“说实话，以前觉得绿化带之类
的，最多就是美嘛。今天一看简直
颠覆了我的观念。你看，现在不仅
连体育设施都那么先进了，直接是
扫码就可以共享了，而且连个灯杆
杆都充满了高科技——有wifi、有
广播、有显示屏，可以充电，还可以
报警……可以说，现代化的城市管
理手段真的是让我们老百姓看得

见、摸得着、享受得到！简直不错！
非常精致，除了风景，有更多服务与
互动的内容，而且体现出了与时俱
进的科技感。希望样板段之后，其
他的也赶紧施工，早点亮相。”听了
市民代表张达祥的观点，大家也纷
纷点头称是。

记者从市建委了解到，按照市委
市政府的统一部署，市建委（市锦江
绿道办）正在会同相关单位，共同努
力，大力推进锦江绿道建设。今年确
定了开工100公里、基本建成60公里
的年度总目标。目前正按计划加快
推进。截至目前，锦江绿道已开工
14.2公里，建成4.4公里，其中锦江绿
道样板段基本建成0.4公里。

“在锦江绿道推进方面，按照市
上部署，将重点要抓好‘七件事’：坚
定不移截污净水，加快推进这一关
系治理成败的基础工程，为后续工
作提供有力支撑；科学精准调水增
景，通过水量调度，保持水景景观，
打造‘亲水’商业街区；统筹街区整
治和锦江美化、亮化，以锦江绿道建
设和锦江生态治理为抓手，推进沿
江综合治理；加强文商旅体形态创
新和植入，坚持共建共享，创造性植
入各类商业业态；以锦江治理带动
片区社区治理，加强锦江沿线社区、
街巷治理；坚持市区共建，加强市场
化运作，突出商业化逻辑，通过创新
商业模式实现运维平衡，形成开发
治理良性循环；动员全社会广泛参
与，加强宣传报道，营造良好氛围，
吸引更多力量参与。”市建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

本报记者 袁弘 文/图

实施全域增绿
成都奋力书写美好生活的民生答卷

“新华公园改造开放后，每天都会带
小朋友到公园来玩，有平整的步道、郁郁
葱葱的植被、还有合适小朋友玩的器械，
非常舒适惬意。”家住新华公园附近的李
先生亲眼目睹了家门口的变化，在朋友圈
里写下了这样的感悟。

李先生的感悟只是1600多万成都市
民的心灵缩影。这样的“感悟”，源于成
都全面贯彻绿色发展理念，实施“全域增
绿”，着力打造美丽宜居公园城市给城市
生态环境带来的改变。市第十三次党代
会作出“全域增绿”的战略部署，将重现

“绿满蓉城、花重锦官、水润天府”的盛
景，让市民“慢下脚步、静下心来、亲近自
然、享受生活！”

这样的承诺正融入城市每一处细微
的变化之中。高标准推进天府绿道建设、
规划建设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实施中心
城区增量提质专项行动，严守生态红线，
有效管护资源……通过深入推进实施“成
都增绿十条”，加强生态建设和保护工作，
持续提升城市绿化品质，大力发展绿色产
业，打造城市生态名片，让绿色真正成为
城市发展的底色。

家住新鸿南路市民李清：我是一个跑步
爱好者，所以我也特别关注适合跑步的地
方。之前我都是沿着家门外的马路跑，车
多、嘈杂，路也不适合跑步。现在新华公园
对市民开放了，不仅绿植花卉增多了，公园
还对跑道进行了提档升级，平整宽敞，还不
会积水，每天我都会来公园锻炼。

我知道，现在成都正在大力推进全域增
绿，不仅会提升植被覆盖率、新建公园和小
游园，还在大力推进天府绿道建设，都是非
常惠民的工程。以后家周围修好绿道后，我
不仅可以在公园跑步，还能到绿道跑步，换
种场景，也能换个心情。当然我也认为，全
域增绿不仅仅是单方面的事情，也需要每一
位普通市民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栽
植花草、坐公共交通出行、参加义务植树等
等。今年春天我也带着女儿参加了义务植
树活动，在植物园认养了一棵香樟树。我认
为，爱绿护绿，人人都是参与者。

爱绿护绿
人人都是参与者

锦江绿道样板段亮相
市民代表纷纷打高分

“绿带还是那条绿带，却因为天府绿道的实施，变得更美、更具参与
性”——这是23年前设计该段滨水绿化带的“前设计师”说的；“非常精致，除
了风景，有更多服务与互动的内容，而且体现出了与时俱进的科技感”——这
是一位市民说的。20日上午，由市建委征集的约30位市民代表，参观了首次
亮相的锦江绿道样板段，现场进行“打分”。大家纷纷点赞作为我市天府绿道
重要“一轴”的锦江绿道的样板段，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全国首个公园城市马拉松
在天府新区开跑

全域增绿，成都不仅有可观可感大手
笔，也有细微之处的用心与坚持。在市第
十三次党代会的报告中，市委作出承诺，
要重现“绿满蓉城、花重锦官、水润天府”
的盛景，让大家在大都市也“望得见山，看
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能够“慢下脚步、静
下心来，亲近自然、享受生活！”“身边的花
花草草变多了，公园的舒适度提升了，街
区变得干净清爽了。”这是市民李先生的
切身感受，“相信党代会报告中描绘的盛
景，一定会呈现在我们身边。”

为了市民的期待，成都步履坚实。今
年3月，我市印发了《2018年中心城区园
林绿化增量提质工作方案》，明确将全面
推进植绿、增绿、护绿，有效增加城市绿
量，提升城市园林景观品质，加快建设美
丽宜居公园城市。其中，今年我市中心城
区将完成打造26个“花园式特色街区”；
建设小游园、微绿地36个，改扩建小游
园、微绿地36个；行道树增量提质道路
130条；立体绿化建设20万平方米。同
时，还将建设26个增花添彩点位；新增栽
植芙蓉63万株，新增规模化芙蓉景观点
20个。

前不久，我市首个花园式特色街区
——青羊区少城花园式特色街区示范点
亮相。“换”上新装后的街道已不再是记

忆中的模样，花卉满间，文艺涂鸦墙，主
题景观等演绎着小街区特有的文化气息
……“现在在街道走着非常舒适，以前闹
哄哄的，现在不仅安静了，还多了许多绿
植和花卉，很有味道。”家住小通巷的李
婆婆对自己家门口的变化非常满意，“走
在街上就像逛公园，巴适！”

按照计划，今年我市中心城区将打
造26个花园式特色街区，每个区将打造
2个。每个点位都将根据不同的地域文
化特色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目前已经有
13个点位启动打造，包括玉林街区、建
设路街区、天府新区安公街区等。“通过
花园式街区的打造，为市民营造具有地
域文化特色的精致景观，让市民在城市
绿化建设发展中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
感。”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说，同时也积极发动、引导和鼓励机关、
企业、市民等社会力量参与园林绿化增
量提质工作，共建“宜人宜居”环境，实现

“共建共享”成果。
不仅如此，市民身边的“生态乐园”将

越来越多。按照计划，今年中心城区将建
设小游园、微绿地36个。其中，锦江区、
青羊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新建小游
园、微绿地各4个，改扩建小游园、微绿地
各4个；天府新区、高新区、龙泉驿区、青

白江区、新都区、温江区、
双流区、郫都区新建小游
园、微绿地各2个，改扩
建小游园、微绿地各2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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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琳黎
摄影 胡大田

守护城市底色
绿色生活将触手可及

市民声音

可进入、可参与
让市民有更多绿色获得感

市民在重新开放的新华公园游玩

市民身边的“生态乐园”将越来越多

市民代表参观首次亮相的锦江绿道样板段

马拉松比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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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