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止3月10日，关注并参与活动人数累
计3000余人，其中精选留言达200余条。

新城展望：12.76% 公建配套：27.69%

环境生态：27.65%交通先行：19.14%产业发展：6.38%

吃喝玩乐：6.38%

网友关注青羊新城建设那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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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关注青羊新城建设，回应群众所想所愿……近日，由青羊区委外宣办、区网信办、青羊新城管委会共同组织的“我期待的青羊新城”全民好点子征集活动在
社会各界引起广泛反响。短短几天时间，关注并参与活动人数就达3000余人，众多市民纷纷通过党报热线和锦绣青羊微信公众号，问规划、提建议，热议青羊新城建
设发展，表达对青羊新城未来发展的关切和期盼，也表达自己作为这座城市普通一员的美好心愿。那么，网友们最关注的是哪方面？又有哪些问题成为网友们热议
的焦点？今日本报摘选部分网友的建议、意见，以飨读者。

3000余人

绿色：生态本底“四态”合一

在青羊区，无论是在旧城中的棚改，
还是在新城建设的城中村改造，到处都
能见到以生态、绿色为本底，以医疗、教
育、文旅等公建配套为支撑的规划和实
践地。

青羊区政府相关负责人说，这是区
委区政府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建设“宜
人宜居样板区”的行动和努力。青羊区
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着重突出以城市生
态为本底，提升城市“四态”，统筹好区域
协调和绿色发展。

在形态上，注重城市发展自然规律
和有机更新；在生态上，青羊区将进一步
提升环城生态带、金沙湖和城市公园的

建设速度和品质；在业态上，将加快构建
“两带两城六区”发展布局，以贯穿青羊
全域的蜀都—日月大道、光华大道为两
带布局项目和产业，突出青羊新区和中
心城区成都源城两城协调发展，疏解中
心城区人口压力，提升人居品质和文化
底蕴。

协调：全域互动有机更新

城区的发展和人的肌体一样，健康、
协调无疑很重要。这一点，青羊人有着
清醒的认识。

一边是青羊新城的崛起，一边是青
羊源城的蝶变，人们在清新、自然，生态、
和谐，富裕、小康的城市环境中生活、成
长。这就是新青羊协调发展的模样。

记者从青羊区政府了解到，在实践
中，青羊区党政决策者对如何协调发展
有着清晰的考量：即以城中村建设为青
羊新城发展抢空间，让旧城改造成新老
城区双轮驱动生命力。

今年，在集中力量加快推动青羊新
城项目建设的同时，青羊区将加快推动
文家、百仁、黄田坝 3个城中村，共计 25
个项目的开工建设。预计全年完成拆迁
7万平方米，风貌整治10万平方米，整理
土地400亩，安置1000人，新建4个配套
项目和11条市政道路。

在旧城改造上，青羊区将着力城市
有机更新，激发内生动力和活力。今年
全区计划实施 9 个旧城改造项目，完成
共计约190亩土地上的搬迁安置。

开放：项目攻坚加快“两化”

作为建设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核
心区的青羊区来说，不讲开放和没有足
够的开放都是不可思议的。对此，青羊
区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对进一步扩大
开放有明确要求。

青羊区区长李燎说，“十三五”时期，
青羊区将努力创新改革，提升对外开放
水平，加快现代化、国际化步伐，推动经
济、民生、社会治理现代化，瞄准国际国
内城市高端和高端城区，实现城市更高
层次、更好品质发展，率先全面建成更高
标准的小康社会。

按照计划，青羊区将优化四个结构，
全面提升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水平，即

以精品城区建设为契机，把项目和投资
作为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坚持以强化
项目投资动力为龙头，以优化投资结构
为重点，以优化产业结构为主线，以优化
效益结构为目标，强化服务、要素保障和
惠企惠民等工作，提质增效，引领区域经
济持续、快速、稳定增长。

共享：人人享受温暖空间

同陈淑蓉婆婆所在的西御河模拟拆
迁项目一起，青羊区棚改项目推动工作
新年之初就早早布局开来，今年 6 月底
前，青羊区力争提供150亩产业用地，启
动并实施17个棚改项目，共计安置5921
户居民，总投资近百亿元。

“青羊区要实现破茧新生，民生和谐

是根本。”戴志勇认为，在建设和谐宜居、
富有活力、彰显特色的现代化城区进程
中，要切实落实共享理念，棚改就是让民
生与产业齐头并进的现实路径。

据了解，在棚改工作中，青羊区坚持
“拆不拆”群众说了算，通过模拟拆迁了
解民意，任何项目必须达到 95%以上住
户同意后才作为实施项目上报。借助棚
改，青羊区凝民心、聚民意，最大限度地
凝聚了发展合力。

“发展的最终落脚点就是要实现全
面小康，共同富裕，要让群众在改革中有
更多的获得感。青羊区也一样，其目标
就是要实现人人建设、人人享受、人人治
理、人人幸福小康。”戴志勇如是说。

（何子蕊 中国改革报记者王进）

“五大发展理念”引领城市经济升级转型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双轮驱动为“十三五”开好局起好步

上接01版

关键词关键词
交通先行（19.14%）

@妖妖

我家住在三环边，爸妈的房子都在三环外，我
期待的青羊新城建设应该是“交通先行”，希望有
便捷快速的交通路网，让我回家路上畅通多一点，
陪爸妈多一点！ 心里有了这个念头，就一直非常
关注青羊新城建设，最近从报纸上看到报道青羊
新城将坚持基础设施、公建配套、生态环境“三个
先行”的原则，心里踏实多了，热切期盼青羊新城
加快建设，哪天也陪着爸妈在新城安个家！

@天马行空

我住在文家片区，说实话最近几年文家的发
展让我很满意，公共服务日臻完善，让我们感到很
幸福。但美中不足的是文家场进来容易，出去难，
有好几次，我朋友来我这里玩，来的时候一下就找
到了路，但是回家的时候就绕了好一会儿才上日
月大道。希望青羊新城在文家片区的规划中增设
一、两条文家场直接连通日月大道和光华大道的
道路，让我们的出行更加方便！祝愿青羊新城越
来越美！

@木子

我是青羊新城的居民，看到消息自然更高兴，
新城的开发和布局不应仅局限在光华大道，建议
和 IT 大道共同打造，连成一体，西三环外的空间
非常大，品质很高，值得期待。

@江天

建议成都西客站附近修建一个集长途、短途
和公交为一体的客运站，方便人们走出去，也方便
人们走进來，繁荣青羊新城的发展。

@哈利哥 Harley

打通向南连接武侯新城的新通道，这样可以
减缓武青北路交通压力，缓解光华大道堵车。

@牛角书生

如果说成都是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
那一定是被青羊深深地吸引着！道路是城市的

“血管”，经济、文化等“养分”都要靠“血管”来输
送，希望青羊新城做好城市发展道路规划，避免今
后的交通问题！

@回忆

我期待光华大道与温江连接地有所改观，不
然同温江相比差距太大。

关键词关键词
产业发展（6.38%）

@阿月

青羊新城的规划是美的，建设的速度也是快
的，我们对她是向往的。为让这座美的城区更加
持续美好，人才是多多益善的，故建议在开发区修

建人才公寓楼，出台人才引进的优惠政策，更有

利于人才从四面八方全面涌入，从而使青羊新城
更具智慧。

@DNweixin.com

青羊新城的发展，“三个优先理念”将吸引更

多的投资者青睐。建议新城整合优化壮大专门
招商引资机构，下分三个部门，分别负责三个

功能区的对外招商工作。选派优秀年轻干部参与
锻炼，在招商引资一线和新城建设主战场中锤炼
能力，提升素质。群策群力，为新城建设增光添
彩。

@YY

着力提升非遗的文化载体能力，形成非遗
文化创意产业基地，使非遗成为民族的非遗，

世界的非遗。

关键词关键词
生态环境（27.65%）

@成都微笑

提议青羊区选出一个标志性建筑，或者新

建一个青羊的大型雕塑，作为青羊区的宣传标
志。还建议比选出 10个青羊区的形象代言人，区
内各个行业都可以选出一个代表。

@靖林听雨

我期待的青羊新城，水更清，道更绿。一年四
季鲜花盛开的街景，足不出户享受大自然的清新
空气，我知道青羊新城是智慧城市的结晶，希望将
科技、人文、自然完美地融合在我们的新城里！

@Lee

作为居住在青羊新城范围内的居民，很高兴
看到这个区域的基础设施、教育条件等不断的优
化，在未来，希望能多建一些生态公园，增加这一
区域的绿化。

@走过的路

建议可以在打造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和共建

配套上赋予青羊的“文化底蕴”,在建筑设施上

呈现出青羊特色，新城增设公交线路，缓解交通压
力，希望青羊越来越好，生活越来越好。

@小米

我从小就住在这里，见证了这片土地的变迁，
从一望无际的田野和零星散落的民居，变成现在
的高楼林立，出门就有公交地铁，学校医院，我们
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我们享受了城市
化带来的甜头，生活越来越好，可是还是依旧怀念
以前的农家小院，种三五棵果树，种点菜，养点花
草家禽，周围全是熟识的亲朋邻居。这样的日子
回不去了，但是能不能在改建时规划出更多的绿

地公园，修建一些极具川西特色的民居院落
设施让附近的居民能在高楼林立的现在看到一点
过去的影子呢？期待我生长和热爱的土地能越来
越美好！

@震

西贵，最初是指上风上水的自然环境优势，逐
渐演变因此而带来的“贵人”集中居住，和因配套
齐全的房价较高，现在体现在生态化的高档服务
业和稀缺的居住资源。希望以后不仅仅是溢价的

地王，更多引进房产业前几名打造的顶级生态
臻品品牌小区……

@山叶

其实“新区”还有一个“水”的文章可以做……

位居主城上风上水，依托岷江枝脉江安河及其“毛
细血管”遍布，“川西坝子”风貌本身就是“非遗”，
既有特色，又是下游主城的空调与净化器……

@柯漫

建议青羊新城可以发展一下楼顶生态园，

在建筑物的楼顶全都种上绿色植物或者蔬菜水
果，这样在飞机上可以看到与成都其他城区不一
样的风景，凸显新城板块，也可以美化环境，净化
空气。

@雨山木公

建议青羊新城片区开发过程中注重水系的保
护和利用，不要强行水系迁改和断流，有利于减少
汛期内涝，要注重保护水环境，打造人水和谐，水
清岸绿的良好生态效果。

关键词关键词
吃喝玩乐（6.38%）

@贺左左

就目前而言，青羊吃的嗨的地方还是很多的，
希望新城建造，能把青羊打造成集休闲观光旅游

于一体的新型旅游休闲特色区，可以极大地

满足本地人和外地游客在“吃、住、行、游、购、娱、
疗”等方面的需求。还有就是希望青羊能打造出

“十分钟公园圈”，最多走十分钟就有一个公园

可以耍，毕竟在大青羊居住的人口多嘛，有一个宜
居舒适的环境，是很重要的呀！重要的是，大爷大
妈再也不愁没有地方跳广场舞了！

@苗

对于一个吃货的小苗子来说，好吃的餐饮店
是必不可少的！希望将来在青羊新城不仅可以领
略青羊独特的精神文化魅力，还可以享受到更具
青羊特色的美食哦！

@刘小娜

能多开几家商场就更好了，青羊青羊，神彩飞
扬，愿青羊的明天更美！

关键词关键词
新城展望（12.76%）

@青青

看到青羊新城的规划，内心很激动，教育、医
疗、交通、商业等均已经在规划之中，居住在这里

的我感觉幸福感棒棒哒！希望这些规划都尽
快落成，我们早日感受青羊新城的魅力……也

祝愿青羊越来越好！

@$ ^_^ ￥℃

对于一个刚到成都的人，选择青羊区不仅仅
是因为她的繁华，车水马龙的街道，人来人往的商
店，恢弘的天府广场，古色古香的宽窄巷子，历史
沉淀的金沙遗址……一切的一切都吸引着我，留
下来吧！我由衷的希望这片我爱的土地能变得更
加美好！

@T^T婷

期待更好的青羊新城，未来的新城会更繁华，
更强大，人气会更旺。

@Ikaixin

我希望我们的新城能够成为一张设计超前，

规划科学，环境优美，管理人本的成都新名片。

@一棵开花的树

希望青羊发展越来越好，走在时代发展的前
例。

@大猩猩

北有北改，东有新区，南有天府新区，西边的
这块短板终于补齐，西部新城，青羊腾飞的新起
点，在新区的建设中，一定提前谋划，规划眼光看

长远，超前点，未来的青羊大有作为，期待

中！

关键词关键词
公建配套（27.69%）

@Venture

我的新家就在外光华，眼看着鹏瑞利以西的
居住小区都纷纷建起来，甚感未来这里将是更加
繁华。但是美中不足，这一片人口密度如此之大，
公建配套项目少了公益性的公共文化设施，楼盘
之间没有小型绿地、街区小憩和文化宣传广场。

@DNweixin.com

希望青羊新城依托三大功能区，打造一个创
新创业政务服务中心。该中心与相关部门

的双创服务和位于市中心的政务中心遥相呼应，
进一步整合职能，优化简化政务服务流程，为新城
的创新创业群体提供更加便捷温馨的服务，让中
心成为青羊双创工作的又一张闪亮的名片和品
牌。

@天雷滚滚梅圆圆

我们的青羊必须棒！那我来说个实际点的，
交通、医疗、教育、商场等硬件配套都有了，这么好
的环境那肯定周边商品房价肯定看涨，作为初出
茅庐的单身青年，期待青羊新城在未来可以规划

一些小型Loft公寓或者经济适用房、公
租房或者限价商品房，供年轻人选择。适当

也就能减轻我们的负担了。坐等我买得起青羊新
城房子的那一天。

@钟立

我家就在百仁片区的清波小区，现在我们的
居住环境是越来越好了，学校、幼儿园、社区医院、
超市商场等等一应俱全。但是小区居民缺乏游玩
健身的场所，希望政府考虑增加这方面的建设，最

好是在学校旁边修建一座大型开放式公园，

让大家茶余饭后可以散步，提升广大群众的生活
质量……

@我水

希望青羊新城建一座大剧院，可以引入更

多话剧、演出等艺术文化。

@知竹长乐

社会发展迅猛，精神亟须安放。期待在青羊新

城建一座1万平方米以上的青羊区级公共
图书馆，让千年少城的青羊以文化博回首位城市

之誉。

@罗启斌

青羊新城目前最缺大型文化体育设施，建议
盘活非遗公园资产，搞文化体育及旅游项目或免
税店，为青羊区增加税源，为青羊新城居民提供休
闲、娱乐、健身的场所。

@山叶

轰轰烈烈、花花绿绿……你们想到的别人也
想到了，把当下的“时髦”与“繁华”加以组合不难，
整出点别人没有的“个性”就得费点心思……既然
是“新区”就得有些新意，现成资源、合适的地理，
建设应着眼于一个“可持续”……盘活一个“遗”

（非遗得有货）；做足一个“绿”（绿化得有特点）；营
造一个“宜”（配套条件优）；打造一片“居”（独有的
风格）；精选落户“企”（高端、绿色、有前景的产
业）……有“龙头”方有内涵、有“个性”方有灵魂
……虑远景，忌浮华，方为不朽之作……呵呵，发
杂音了！

@抹茶

现在看到青羊新城启动真是太高兴了！特别
是看到这么多配套的教育和医疗资源，我和父母
都准备以后搬到青羊来居住，老年人养老环境好，
小盆友教育资源好，青羊万达修建的如火如荼，以
后可以随心所欲买买买，想想都觉得棒。如果说
还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就是这一片区缺乏大型
的公园绿化健身场所，见过一个夜跑队伍只能围
着两个小区绕圈圈，衷心祝愿我大青羊发展越来
越好，百姓生活幸福指数越来越高。

青羊新城怎么看怎么干

开局之年开局之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