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门户牙韵段——天府雅韵
中央活力段——天府都会
未来创想段——天府创想
特色文旅段——天府文华
绿色田园段——天府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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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竖向空间阵列的香樟
林，草坪建设也是北部组团的项
目重点。“前期主要是对土质、环
境要进行分析，同时还要能够呈
现绿草如茵和绸缎般的效果，综
合起来考虑采用早熟禾、高羊
茅、黑麦草三种草籽混合播撒的
方式实施”，北部组团项目管理
工程师关二赛介绍，在项目实施
之前，天投集团还组织了相关人
员到重庆中央公园实地考察优
秀草坪工程的工艺流程。

关二赛说，种植草籽也是
一个讲究的工作，项目组通过
夯实草坪的基层、面层进行一
道初平、两道精平、土壤杀菌消
毒、均匀播撒草籽、覆盖无纺布
等环节，确保标准化操作。草种
播撒完成后，还需要专业人员
进行全程养护，防止在夏季高
温来临时高温高湿导致的病虫
害和雨季来临时草坪区域的积
水问题，“通过各项精细化管理
措施，让通往新区的大道绿意
盎然。”

此外，天府大道两侧边坡优
化提升工作同步展开。“依据坡
地形态，构建立体景观，在造景
同时满足海绵城市需求，尽可能
减少对场地原有生态的破坏，节
点设计与环境风格相呼应，利用
场地特有红砂岩元素造景，因地

制宜，就地取材，既满足生态型
原则，又突出场地特色。”另一位
项目管理工程师王思麒介绍，项
目组通过增加乔木绿量及厚度，
常绿与落叶相结合，注重色系的
搭配，打造既有统一又有层次变
化的景观环境。让两侧边坡苗木
天际线更加连贯，疏密有致，起
伏更加自然，更具有韵律性。

对天府大道行车道，项目组
为了给来往的驾驶者提供舒适
的夜间光环境确保行车安全，也
做了充分的考量。“一是采用灯
具光源下陷内缩的方式控制眩
光的溢散对驾驶者的干扰；二是
车行道到两侧边坡亮度从车行
道绿化带到两侧山坡逐渐减弱，
与城市融合为一体；三是慢行系
统采用‘暗环境’设计理念，还原
夜色的本质。”通过有节制的使
用光，形成明暗有序的夜间光环
境，“既能满足安全通行需求，也
能塑造城市夜间形象”。

目前，北部组团一二两期均
有序推进，除开北部组团，天府
大道由北向南10余公里范围内，
中部组团生态间隔带、天府公
园、鹿溪河生态区、兴隆湖等多
个生机盎然的生态景观正勾勒
起天府新区建设美丽宜居公园
城市的壮丽画卷。
天府之声记者 龚靖杰 摄影报道

穿越丛林 人在新区
新区打造生态门户景观 北部组团生态间隔带项目一期收尾 初现香樟大道

从成都市中心一路往南从成都市中心一路往南，，行驶到天府大道行驶到天府大道，，两旁高大的香樟树如两旁高大的香樟树如
同卫兵般排成排同卫兵般排成排，，像对所有来往的车流和人流列队欢迎像对所有来往的车流和人流列队欢迎。。据悉据悉，，北部组北部组
团生态间隔带一期项目已完成绿量团生态间隔带一期项目已完成绿量6666..66万平方米万平方米，，完成设计的完成设计的9595%%；；景景
观架空桥梁完成观架空桥梁完成55座座，，完成设计的完成设计的100100%%；；景观栈道完成景观栈道完成22..11公里公里，，完成设完成设
计的计的9090%%；；景观绿道完成景观绿道完成55..99公里公里，，完成设计完成设计8585%%；；公服配套用房完成公服配套用房完成935935
平方米平方米，，完成设计的完成设计的7070%%。。二期总体形象进度已完成二期总体形象进度已完成9090%%，，天府大道沈阳天府大道沈阳
路至武汉路段绿化工程累计行道树香樟路至武汉路段绿化工程累计行道树香樟844844株株；；两侧边坡累计栽植乔两侧边坡累计栽植乔
木木90009000株株；；草皮铺设草皮铺设3030万平方米万平方米，，三角梅主体绿化三角梅主体绿化1600016000平方米平方米。。

近日近日，，天府之声记者实地探访工地天府之声记者实地探访工地，，下午下午44点过点过，，天府大道车行道天府大道车行道
旁边的绿地上旁边的绿地上，，几十位工人正在忙着对运到现场的树种按照标准进行几十位工人正在忙着对运到现场的树种按照标准进行
修枝和栽种修枝和栽种。。

新区规划建设国土局相关人员告
诉天府之声记者，北部组团生态隔离
带为天府新区核心区生态结构中的

“三带”之一，总面积约为280万平方
米，包括由牧华路-麓山大道、天府大
道、沈阳路相关绿地，构成两横一纵的

“工”字格局，作为主城区-天府新区生
态隔离带。其中，近期实施内容包括天
府大道绿地（牧华立交至沈阳路）和沈
阳路绿地（锦江至梓州大道），建设总
面积约为100万平方米。

“当这个景观项目建成以后，市民
从市中心进入新区之前就会看到一片

森林，而穿过这片森林，新区建设就会
展现到大家眼前。”项目主管工程师冉
景辉说，为了让景观能够体现新区的
朝气蓬勃，作为项目建设方天投集团
邀请了全国知名专家学者进行方案讨
论，最终确定了在天府大道中、侧分带
均种植同品种大乔的方案。同时为确
保种植方案的可实施性，多次邀请全
国权威专家召开植物种植方案专题
会，从栽植时节、断根起树、收枝吊运、
土球规格、树穴处理等方面进行全方
位论证。“各种专题会也开了很多次，
最终才确定了现在的方案”。

在现场，天府之声记者看到，这些
树种高矮、树冠大小等都差不多，排列
后整齐划一。“我们设定了标准，这些树
种要经过层层把关才能入选，”项目管
理工程师潘凯介绍，在行道树的选种上
要求非常严格，要求须具备四季常青、
主杆挺拔、树冠广展、气势雄伟等特点，
经过专家多次论证，小叶香樟不仅符合
上述要求，而且具备很强的吸烟滞尘、
涵养水源、固土防沙的能力。

天投集团建设公司先后组织专业
人员四次前往全国小叶香樟主产区湖
南、湖北、江苏等地，摸排树型、存量、生
长环境、运输过程等情况，最终确定胸
径28~30厘米、高度8~10米、冠幅6~7米、

开丫点2.5~3米等作为小叶香樟的选择
标准，以确保树形全冠且姿态统一。

天投集团组织专人到树源地现场
号苗，对苗木信息建档，经多方确认
后，才可进行挖装运工作。这种严苛的
标准还延续到了后期的运输。运输采用
18米长、3米宽平板货车，每车每次仅运
输五六株全冠香樟并采取内收枝的方
式，确保桠枝不折断、少折断。苗木装车
前要求薄膜包裹土球、剔除掉多余的树
叶及嫩梢、全株喷洒抑制蒸腾剂，以减
少运输途中的水分流失。“在苗木到场
前，现场已做好种植土换填、树穴滤水
层及土壤杀菌消毒工作，确保香樟能够
在最短的时间栽植完毕，提高成活率。”

全国知名专家学者反复讨论
确定在天府大道栽种大乔

树种选择堪比选仪仗队
胸径、高度、冠幅、开丫点均有要求

香樟林下花草成茵
艺术夜景明暗有序

香樟大道初显雏形

直击重大项目建设

走工地 探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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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全面建设公园城市新天府

天府中央商务区闪耀登场
海内外媒体集体聚焦

66月月1818日日，，天府中央商务区总部基地项目集中签约仪天府中央商务区总部基地项目集中签约仪
式和天府中央商务区总部基地建设启动仪式进行式和天府中央商务区总部基地建设启动仪式进行。。随后随后，，
国内主流媒体以及海外多家媒体均对这一盛事进行了报国内主流媒体以及海外多家媒体均对这一盛事进行了报
道道，，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天府中央商务区总部基地的规划从不同角度阐释了天府中央商务区总部基地的规划、、
规模以及重大意义规模以及重大意义。。

路透社网站对天府中央商务区的报道

海外 10 余家知名媒体对这一
事件给予高度关注并进行了相关
报道。

英国《路透社》于当地时间20日
发布名为“跨国企业在中国西部天
府中央商务区争抢发展新机遇”的
报道，据报道，多家跨国企业、中国
龙头企业签约落户该中央商务区，
协议总金额超过160亿美金。位于中
国西部的天府中央商务区，已经成
为不少跨国企业及国际资本加快布
局的热门投资地。

据美国“雅虎新闻”详细报道了
该项目的规划情况。美国《堪萨斯城
邮报》报道称，为支持天府新区的建
设发展，当地政府特别释放出原省
级行政预留用地，并出台了一系列
举措，希望建设媲美曼哈顿CBD、香
港 中 环 等 新 一 代 世 界 级 的 城 市
CBD。美国《数字期刊》在报道中写
到，当地政府经过科学论证和深入
研究，提出高标准高质量规划建设
天府中央商务区。

“晨星网”、“Market Screen-

er”、“Bay Street”、“Global News”
等新闻网站报道了天府中央商务区
规划面积 28.6 平方公里，总部基地
是天府中央商务区引擎性项目，规
划面积 1.23 平方公里，按照“1 年开
工建设、3 年初步成型、5 年基本建
成”的开发时序，努力建设高能级、
生态型、国际化总部商务中心区。

德国新闻网站“Finanz Nach-
richten”进一步剖析了天府新区打
造公园城市中央商务区的新范式。
着重介绍了 CBP（Central Business
Park）：中央商务公园，创新"POD
（基于公园城市的绿色先导发展新
模式）+TOD（基于轨交先导的高
效率发展新模式）+VOD（基于活
力先导的高品质发展模式）三大规
划策略，突出绿色、高效和活力三
大特征。

“Canadian Money”、“News
Channel Nebraska”、“ACCESS-
WIRE”等国际新闻网站从不同角度
对跨国企业及世界500强企业对投
资天府新区的浓厚兴趣进行了报

道，据“ACCESSWIRE”报道，除了
当天已经签约的企业，目前还有许
多跨国企业及世界500强企业对投
资天府新区表述出浓厚兴趣。据不
完全统计，在亚洲地区，已有来自新
加坡的凯德置地、星展银行，来自中

国香港的新世界、怡和、太古、铜锣
湾等多家跨国企业，对在天府新区
设立总部、参与新区建设表现出浓
厚兴趣。此外，一些来自欧美的跨国
企业，已经派人前往当地考察，寻找
投资机会。

此次天府中央商区开工亮
相，作为当天省内最重要的新闻
之一，四川省以及成都市媒体纷
纷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四川日
报、成都日报均在头版、2版用大
量篇幅进行了报道。

红星新闻则在APP新闻客
户端中，进行了专题发布，从当
天的现场直击、直播到规划设计
再到深度解读，刊登了《平地兴
起一座现代城市，总共分几步？》

《CBD变CBP，成都今天又要搞
什么大事》等系列报道。该媒体
记者还对世界贸易中心协会副
总裁王迅进行专访，探讨了天府
中央商务区。

此外川报观察新媒体平台，
解读了天府中央商务区为何是
成都未来城市新中心。四川新闻
网则在报道中聚焦规划面积，以
及具体规划时间节等。

天府之声记者 黄玲 钟劼霓

新华社当天的报道突出了
天府中央商务区总部基地当天
签约的“1110亿签约金额”，并关
注到包括招商蛇口集团、东方电
气、新希望集团等30家企业落户
成都天府中央商务区，协议总金
额达1110亿元。

当天人民日报海外网刊发
了天府中央商务区总部基地建
设启动新闻，报道中表示规划建
设天府中央商务区总部基地，是
四川省委、省政府着眼建设全国
全球有影响力的总部基地、打造
成都未来城市新中心作出的重
大部署，对于面向全国全球配置
高端要素资源、推动天府新区在
全国新区发展格局中争先晋位
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新社的报道中，提到了
“打造3.0版本城市CBD”，文中
提到天府中央商务区总部基地
地上建筑规模249万平方米，地

下空间168万平方米，按照“1年
开工建设、3年初步成型、5年基
本建成”的建设时序，打造集商
业商务、文化体验、旅游消费、体
育休闲、交通换乘等功能为一体
的城市综合体，拟将其打造成中
央 商 务 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简称CBD）的3.0版本，
即中央商务公园（Central Busi-
ness Park，简称CBP），这也是全
球范围内首次提出CBP的概念。

同时，新华网、国家在线、国
际在线、中国新闻社新眼观川、
中新网、中国日报社、中国网、中
国青年网、央广网、中国发展网
纷纷对当天签约仪式以及签约
内容进行了重磅报道，报道中不
约而同的提到了“成都未来城市
新中心”。全国性的网媒如网易
新闻、凤凰新闻、界面等机构，也
对天府中央商务区总部基地建
设启动进行了报道。

央级媒体：高度关注 轮番报道

省市媒体：开设专题 深度解读

海外媒体：纷纷报道天府中央商务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