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公园城市研究院：
着力形成可借鉴可推广的

新时代公园城市
规划建设的经验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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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区环保和统筹城乡局深学细
悟习近平总书记对天府新区“一点一
园一极一地”战略定位和重大要求，坚
定贯彻“突出公园城市特点，把生态价
值考虑进去”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全面践行
新发展理念，坚持“以构建生态天府为
主线，打造蓝绿交织、水润天府绿色发
展示范区；以‘一心一带两环’空间布
局为指引，打造现代农业科技高地、都
市农业典范、乡村振兴窗口”。

守护公园城市生态本底
做优公园城市乡村表达

公园城市理念提出一年多来，天
府新区在守护公园城市生态本底、做

优公园城市乡村表达方面脚踏实地、
成效显著。

强化顶层设计，完善规划制度体
系。突出规划引领，高标准完成《直管
区公园城市-全域森林化空间布局规
划（2019-2035年）》编制，形成《鹿溪
河全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总体规划》

《乡村振兴战略空间发展规划》初步
成果，全面启动农旅融合发展、乡村
振兴示范、特色镇（街区）建设和川西
林盘保护修复等规划方案编制。积极
借智借力，聘任上海海洋大学张饮江
教授担任新区水生态建设总顾问，全
面提升水环境生态系统建设管理水
平。创新机制建设，建立大气全域巡
查工作机制、全域绿化“林长制”管理

机制和乡村振兴项目分级准入会商
机制，加快推进生态环境质量监测网
络体系。

天府新区在全省首创露天焚烧
智能监管平台，实施污染防控精细
化管理。截至 8 月 23 日，天府新区
PM2.5 平均浓度 40 微克/立方米、同
比下降 6.5%，优良天数 178 天、同比
增加28天，获评首批“成都市环境健
康研究基地”。河长制工作卓有成
效，截至目前累计巡河 4.35 万余人
次，完成锦江、江安河全线截污，整
治黑臭沟渠 16 条，清理河渠 460 公
里，锦江和鹿溪河等断面水质主要
指标稳定在地表水Ⅳ类、部分指标
达到Ⅲ类，兴隆湖水质持续改善。建
立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
强化重点行业和企业监管，建立农
田面源污染监测体系。全面夯实绿
色本底，积极推进“一网联多格、一
心控全域”林业园林智慧化管理平
台建设；采取“主干道路森林化、村
级道路多彩化、重要节点景观化”工
作方法，实现增绿增景（人工造林）
6000亩，新增绿地54公顷、立体绿化
2万余平方米。

加快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
展。推进美丽乡村环境整治，不断完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推进、保障和考
核机制，全面推进“三清三改”，已建成
村庄清洁美化示范点5个，进度位居全
市前列。加快国家成都农业科技中心核
心区一期建设，完成投资3.81亿元，总
体形象进度达56%。打造城乡融合发展
典范，高标准引进和布局一批有特色、
有情怀、别样精致的乡村振兴示范项
目，启动和盛·田园东方、中国企业家小
镇等示范项目30余个；会商签约重大项
目19个，协议总投资376亿元。

全域森林化、水、乡村振兴
三大规划力争年内验收启动

环保和统筹城乡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接下来，环保和统筹城乡局将
坚决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结合“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以二次
创业、奋发有为的干事激情，继续推
进高标准规划、高水平建设、高质量
发展。

“我们将继续加快完善规划体
系。”该负责人表示，《直管区公园
城市-全域森林化空间布局规划
（2019-2035 年）》《乡村振兴战略空
间发展规划》《鹿溪河全流域水环
境综合治理总体规划》的优化已经
被列入了工作日程，力争年内通过
验收并启动实施。环保和统筹城乡
局正抓紧编制《天府新区全域森林
化 5 年行动计划》，加快编制农旅融
合发展、乡村振兴示范、特色镇（街
区）建设和川西林盘保护修复等规
划方案。

该负责人表示，环保和统筹城乡
局正以天府大道、龙泉山城市森林公
园为重点，加强增质增绿建设；与此
同时，加快构建大气污染物溯源、智
慧水务、林园资源、林长制等四大生
态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抓紧推进锦
江华阳段防洪能力提升、鹿溪河流域
水环境和防洪综合治理、城镇污水收
集处理体系完善、农村水环境整治等
四大治理工程，尽快落地一批乡村振
兴示范项目。

在创新体制机制保障方面，将
学习借鉴新加坡、北京、雄安新区等
地先进经验，加快推进森林城市建
设。创新管理运营模式，引进国内外
顶尖管理企业，借鉴先进理念模式，
利用先进技术设备，提高新区生态
环境管理水平。创新项目投资机制，
通过政策优化、项目包装，积极引入
社会资本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乡村
发展振兴。

天府之声记者 刘友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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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要有高度 表达要有广度 落地要有深度

聚焦目标补齐短板
加快推进公园城市建设

环保和统筹城乡局
守护蓝天白云公园城市
建设绿水青山大美乡村

成都天投集团将按照党工委管
委会的统一决策部署，立足打造新时
代公园城市综合运营商，深化理论研
究、创新实践路径、主动担当作为，为
新区推进公园城市建设贡献更多“天
投智慧”和“天投力量”。

着力提升公园城市承载能力
和生态品质

在具体建设方面，成都天投集团
勇挑建设先锋重任，抓好基础设施建
设，累计建成“三纵一横”骨干路网、
货运通道、富民公路等市政道路530
余公里、桥梁 130 余座、综合管廊 50
余公里，建成兴隆湖、天府公园、锦江
生态带、鹿溪河生态区等 15 个重大
生态项目，新增绿化面积850余万平
方米、水体约 530 万平方米，建成绿
道100余公里。

2018年以来，成都天投集团基本

建成了北部组团、中部组团、东林寺
北巷公园（消防主题公园）等生态工
程项目，目前正加快推进白沙水库、
龙泉山森林绿道等项目建设。同时，
集团还集中精力投入锦江水生态治
理，扎实开展排水管网提标改造和
配套工程建设，严标准实施兴隆湖、
鹿溪河下游等区域生态水环境治
理，累计建成雨污水管线 800 余公
里、污水处理厂（站）11个、一体化污
水处理设施6处，为实现区域污水不
下“母亲河”奠定了坚实基础。强化
建设资金保障，累计获批授信额度
约 800 亿元，融资综合成本不超过
5%，成本控制显著优于成都市内同
类企业。

推进多个生态价值转化项目
构建一流营商环境助力产业集聚

为了强化产业载体支撑，成都天

投集团建设西博城、保税物流中心（B
型）、天府海创园、天府保税商业中心
等重大产业载体及配套项目 440 万
平方米，建成运营新兴工业园、天科
制造基地等标准厂房及专业楼宇70
余万平方米，正加快推进独角兽岛、
天府金融科技产业园、川港设计创意
产业园、蓉港青年梦工场等重大载体
建设。

如何将生态价值转化为竞争优
势？成都天投集团承接500余万平方
米市政管护和 840 余万平方米公园
及绿化养护。同时，按照“政府主导、
企业主体、商业化逻辑”工作思路，探
索生态环境与生活、产业、服务的有
机结合，组建公园城市投资发展公
司，实施兴隆湖配套功能提升及鹿溪
河生态区、鹿溪智谷示范段等“绿道+
场景营造”试点，植培酒店、文体、休
闲、商业等消费业态，打造“蜻居”品
牌，积极推进高空餐厅、会展小村、天
府童村等生态价值转化项目，不断增
强周边吸引力。

立足服务社会民生需求
构建宜居环境

建设公园城市，要让生活在公园
城市里的人有获得感和幸福感。为
此，成都天投集团把保障性住房建设
作为第一民生大事强推快推，累计承
接 38 个规划建筑面积近 700 万平方
米的安置房建设任务，助力万千市民
圆梦安居。

成都天投集团立足解决职住平
衡，让各类人才安居乐业，启动实施
160 万平方米国际社区及首批 5000
套人才公寓建设，天府新经济产业园
过渡性 600 余套人才公寓已完成配
租工作。

在教育方面，积极推动“学有所
教”向“学有优教”升级，加强与公办
名校、优质社会教育资源合作，有序
实施 43所学校（幼儿园）建设，创新
举办天府四中等学校（幼儿园）17所，
新增学位15000个，为缓解区域教育
资源供需矛盾提供了支撑。

着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
创新推进生态价值转化

围绕公园城市建设规划下一阶
段工作的开展，成都天投集团相关
负责人在会上提出，将坚持以“三
化”工作要求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助
力公园城市能级提升。聚焦“四大功
能区”建设，严格按照“三化”要求，
强化重点项目经常性调度，打好项
目建设攻坚战，确保完成年度固定
资产投资任务。立足公园城市产城
一体发展，认真落实功能区协同推
进工作机制，加快中央商务区总部
基地、文创城等区域基础设施建设，
严格按照既定计划推进独角兽岛、
天府国际会议中心、川港设计创意
产业园、蓉港青年梦工场等重大对
外开放载体建设，为打造活力充盈
的招商引资载体和产业发展环境奠
定扎实基础。

不断夯实区域城市生态本底，
加快骨干道路森林化、白沙水库等
重大生态项目建设，抓好公园、水
体、绿地等景观管理和养护，打造山
清水秀的生态空间。坚持“政府主
导、市场主体、商业化逻辑”，深入挖
掘天府文化基因，精心策划、推动

“蜻居”二期、会展小村、高空餐厅、
天府童村、中航大世界等生态价值
转化试点，着力创构生态投资和价
值转化新范式。

同时，还将持续推进对外开放合
作，助力城市产业加速聚集。主动融
入国际化营商环境建设，用好用活
省委省政府支持天府新区高质量发
展的政策优势，自由贸易试验区先
行先试的窗口优势，加强与知名央
企、跨国公司、优质民企、高等院校、
科研机构等方面的合作交流。超前
谋划独角兽岛、海创园、金融科技产
业园等载体和园区的市场化、专业
化运营模式，推进产业招商、孵化培
育、公众服务有机联动，加速形成产
业集聚效应。

天府之声记者 龚靖杰

成都天投集团：
以重大项目为抓手

创新推进生态价值转化

一年以来，公园城市研
究院准确把握公园城市内涵
特质和时代价值，初步研究
形成公园城市理论基础、探
索公园城市“1436”创新实
践，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
神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
历史担当，以“时不我待，只
争朝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聚焦汇融呈现公园城市“六
大价值”，着力形成可借鉴可
推广的新时代公园城市规划
建设的经验示范。

全力支撑天府新区的公
园城市规划引领工作。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城市规划在
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引领作
用。我院充分发挥公园城市
技术先锋队的作用，承担了
天府新区构建公园城市核心
体系的主体工作，包括天府
新区公园城市特色的规划体
系研究、天府新区国土空间
规划、自然生境空间系统研
究等；开展了一批具有天府
新区特色的专项规划，包括
丘陵地形保护、全域公园体
系、滨水岸线空间提升等。

全力保障天府新区公园
城市规划建设工作。公园城
市研究院按照中心工作服务
模式，积极参与新区规划建
设的各方面工作，承担了省
级重大功能区选址、成自泸
沿线综合整治、鹿溪智谷公
园社区规划等重点项目，并
持续完成对各功能区管委会、
各部门的20余项技术服务。

积极配合天府新区公园
城市宣传推广工作。过去一
年里，我院承担了包括首届
公园城市论坛在内的公园城
市相关重大交流与宣传活
动，协助新区接待省市领导
及外来调研团队40余次，良
好完成了天府新区公园城市
展厅和相关行政接待的技术
保障工作。

公园城市研究院表示，
天府新区作为公园城市首提
地，对于构建具有天府新区
特色的公园城市典范区的战
略思考还应更加深入，对于
新区系统推进公园城市建
设、创新实践生态价值转化
提供更多支撑，对于全面贯
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和迅速响
应省市新发展要求更加系
统，这些在下一步工作中都
需要重点加强。

在接下来的工作中，公
园城市研究院将全力做好新
区公园城市建设的战略蓝
图，支撑新区持续保持公园
城市规划理念和建设模式的

先进性。全面系统思考什么
样的天府新区才是最具公园
城市特色的典范区。全面系
统开展天府新区建设公园城
市典范区的战略研究，在新
区空间格局已基本清晰的基
础上，瞄准更长远未来锚定
新区的目标体系、指标体系、
蓝绿基底、发展模式、重大设
施等；充分发挥市规划院和
公园院“两院一体”的优势，
将市规划院服务市委市政府
的中心工作，与公园院服务
新区的中心工作无缝衔接，
既能够将市委市政府的最新
要求迅速落实到新区规划工
作当中，也能够利用好市规
划院已形成的资源优势，跟
踪国际国内发展前沿，联合
国际国内知名机构和专家团
队，为新区公园城市理论深
化提供更多技术支持，做好
新区智库。

全力做好新发展理念的
系统落地落实，支撑新区持续
保持公园城市实践探索的领先
性。公园院将联合国际国内高
水平、跨专业技术团队，并发挥
好技术统筹作用，对标国际大
都市、雄安新区等先进经验，落
实关于街道空间一体化设计、
无边界公园和开放社区建设等
最新要求，深入研究天府新区
特色，高质量完成天府大道中
轴线、锦江滨水空间设计等规
划工作，支撑新区尽快形成一
批具有天府新区公园城市特色
和生态价值转化的标志工程。

全力做好公园城市品牌
塑造和宣传推广工作，支撑
新区持续保持公园城市示范
的领先性。充分履行公园院
承担的公园城市交流合作与
宣传推广职责，持续总结天
府新区创新工作经验，持续
完善公园城市展厅，发布公
园城市研究成果，支撑新区
办好公园城市论坛，参与新
区招商活动，并充分用好公
园院在规划业界的影响力，
广泛输出公园城市建设的天
府新区经验。

作为首家聚焦公园城市
的研究院，公园城市研究院有
坚定清晰的认识，服务新区，
不断务实创新，与市规划院服
务市局同等，服务新区、服务
于公园城市是公园院的中心
工作。公园院将扎根新区，在
新区的领导下，全力支撑公园
城市的规划建设，在支撑新区
实现公园城市发展目标的道
路上，与新区共同成长。

天府之声记者 张晓舟
摄影记者 王天志

怎么看？怎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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