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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黄海波、董小红
　　
　　邻江不见江，开门不见景———
张绍莲的房子就在成都锦江边上，
不过由于是一楼，窗户正对 2 米多
高的围墙，有江景房之名，无江景房
之实，“以前要去江边散步，先得走
出小区，再从小区外面绕回来。”
　　去年 9 月，成都市金牛区星辉
中滨河路上的这面水泥围墙，被打
造成了爱情主题景观墙，还破例允
许一楼住户破墙开口。锦江的美景，
终于痛痛快快地倾泻进张绍莲的
小院。
　　不仅如此，围墙外一段 600 多
米的机动车道，也改为步行道，并设
置了多处爱情主题雕塑。改造后，这
条老街不仅穿上了“新衣”，还有了
新名字———“北门里·爱情巷”。昔日
脏乱的街巷，成为新晋网红打卡点。
　　突出“景观化、景区化、可进入、
可参与”，星辉中滨河路的变化，正
是成都公园城市建设众多场景之
一。这场践行新发展理念的行动，让
越 来 越 多 的 成 都 人 收 获 了 绿 色
福利。

公园里的幸福

　　蜀地多云雾，成都人出了名
的爱晒太阳。今年春节，就地过年
政 策 的 引 导 加 上 良 好 的 天 气 条
件，约有 800 万市民走进公园和
绿道，享受悠闲的绿色时光。
　　“我们搬过来的时候，公园还
没有建起来，感觉挺荒凉的。现在
可好了，很多人来这里遛娃。”全
职妈妈李木子几乎每天都带着 8
个月大的女儿，到家附近的江滩公
园散步。她的丈夫是一位程序员，
在不远处的天府软件园上班。
　　这对外地年轻人相识于校园，
毕业后双双选择留在成都。得益于
建在家门口的新公园，前几年买的
房子也涨了不少。 
　　易美芳也舍不得这个公园，尽
管搬走已经两年，她每天仍照例坐
半小时公交车回来逛逛，顺便在公
园边上的中和大市场买点菜。
　　“变化大哟，以前没建公园的时
候，就是一片荒地。儿子加班回家，
经常被野狗追着跑。”她笑呵呵地
说，现在公园人气可旺了，广场舞队
已经没有了她的位置，让她羡慕
不已。
　　江滩公园是成都公园城市建设
的另一个场景。从空中俯瞰，成都大
大小小 1100 多个公园，通过一张巨
大的绿道网络紧密连接。过去三年，
这张巨网如同不断生长的绿脉，扩
充着成都平原的绿色版图。
　　这张巨型网络，就是成都规划
建设中的天府绿道，全长 1.69 万公
里，相当于 13 条京沪高速铁路线。
目前已累计建成 4400 多公里。
　　“成都正通过五个重大生态
项目来构建公园城市形态：加快
建设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打造城
市‘绿心’；加快建设大熊猫国家
公园打造生态‘绿肺’；加快推进
天府绿道体系打造城市‘绿脉’；
加快建设 133 平方公里的锦城公
园，打造城市‘绿环’；拥有 48 公
里河道的锦江公园，将打造成城
市‘绿轴’。”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
管理局副局长谢玉常说。
　　“五绿润城”的每一个项目，都
是世界级的生态工程。其中，围绕成
都中心城区绕城高速两侧 500 米
范围打造的锦城公园，面积远超纽
约中央公园、伦敦海德公园、巴黎卢
森堡公园，串联起众多城市公园、郊
野公园和城市绿地。绵延 100 多公
里，仅新建的上跨桥梁就有 78 座。
　　成都从 2018 年开始进行公园
城市建设，但基于生态保育和生态
廊道保护，早在 2008 年，锦城公园
所在区域便停止开发，同时大刀阔
斧地拆违。
　　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绿
道处处长吴本虹说，之所以花大力
气保护这条生态环廊，就是拒绝城
市摊大饼式发展，保证这条环廊上
7 个自然通风口的畅通，让成都能
畅快“呼吸”。

要筑景更要聚人

　　如今，或漫步或骑行，选择距离
最近的天府绿道，就能穿梭于各个
公园景区，成都人“神仙日子”因此
多了一道时尚注解。

　　成都兴城天府绿道集团董事
长康瑛，被业内称为天府绿道“当
家人”。她经常遇到相同的提问：
建设如此庞大的公园绿道，钱谁
出？账怎么算？
　　“以城市品质价值提升平衡
建设投入，以消费场景营造平衡
管护费用。”她如此作答。
　　以锦城公园为例，周边可开
发土地 3.2 万亩。公园生态价值得
到释放后，每亩土地保守溢价
100 万元，算下来就是 320 亿元。
从每亩土地溢价中提取一定比
例，进入专用的“绿色账户”。
　　成都还正探索“绿道+”“公
园+”模式，营造生态消费场景。
仅今年春节期间，锦城公园园区
商家营业额就超过 1000 万元。
　　此外，每年约有 160 多场公
园绿道活动在锦城公园举办，主
题涉及科普、文化、音乐等。2020
年尽管受疫情影响，但仍吸引了
超 百 万 人 参 与 ，上 千 万 人 关
注……
　　这位“当家人”认为，不能只
看到土地溢价和消费收益，公园
城市建设正吸引更多年轻人留在
成都，加速城市功能优化和产业
变革。
　　康瑛曾接待过一位前来成都
考察的世界 500 强企业负责人，

“当时是周末，锦城公园里很多人
跑步。这位高管看到之后触动很
深，说他们德国总部边上就有一
个公园，员工也经常去跑步，这个
场景似曾相识。”最终，这家企业
选择了落户成都。
　　生态价值转化是公园城市发
展的核心机制，筑景聚人则是成
都对于这一机制的实践认知，也
是成都人算的一本生态大账。
　　登上成都龙泉山城市森林公
园的标志性建筑——— 丹景台观景
平台，如果天气晴好，向东眺望，

正在建设的天府国际机场尽收眼
底。今年春节，丹景台人气爆棚，
主管部门连发九天限流公告。
　　“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
成都”。在我国众多历史文化名城
中，少有成都这样 3000 年未易
城址，2500 年未改城名的。但是
几千年来，成都始终在西部龙门
山脉和东部龙泉山脉之间腾挪。
　　为破解环境资源约束，打开
城市发展空间，成都开始实施东
进战略，跨越龙泉山，从“两山夹
一城”拓展为“一山连两翼”。由
此，龙泉山也从生态屏障升级为
城市“绿心”，城市格局也迎来千
年之变。
　　“和西部龙门山相比，龙泉山
生态本底相对较差。过去三年，我
们一直在植树，累计增绿增景超
过 14 万亩。”龙泉山城市森林公
园管委会干部邓云木既有压力，
更有动力。
　　站在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和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
公园城市示范区两大战略交汇
点上，龙泉山的生态支撑功能
被持续看好。根据规划，1275
平方公里的龙泉山城市森林公
园优先开展生态保育，同时加
快休闲新业态培育，推动生态
价值向经济价值、生活价值转
化，成为“世界级品质的城市绿
心、国际化的城市会客厅、市民
游客喜爱的生态乐园”。
　　从空中俯瞰丹景台，形似一
只眼睛，因而有了一个气派又独
特的别名———“城市之眼”，观景
平台的正中位置，有一个大型的

“太阳神鸟”造型装饰，这只享誉
中外的“太阳神鸟”，象征着三千
年古蜀文明的传承与生长，也见
证着成都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展
翅腾飞”。
　　地铁修通了，旅游环线连接

了，人流量持续不断，商机自然跟
进。“我们曾计划引入一家国际知
名咖啡品牌，对方上山考察后认
为太远太偏。不过前段时间，他们
却主动上门寻求合作……”邓云
木说。

社区活则城市活

　　张绍莲住上了迟到多年的江
景房，楼上的邻居则住上了期盼
已久的电梯房。当地在为一层住
户打开围墙的同时，为整个老旧
小区加装了电梯。
　　张绍莲由衷地说，“政府部门
把外部景观打造好，我们也要把
自己的小环境打造好。”这位热心
市民主动响应号召，把自家客厅
贡献了出来，无偿提供给游客使
用，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城市会
客厅”。
　　社区活则城市活。将生态价
值转化为社区治理效能，类似创
新在成都不断涌现。
　　 2400 亩的湖区周围，散落
着不同风格的住宅楼；清澈的湖
水倒映出湖畔和草坪，以及错落
其间的休憩场所。走进成都天府
新区麓湖公园社区，会让人产生
错觉：到底是社区建在了公园里？
还是公园建在了社区里？
　　居民刘敏辉退休前是一名文
艺工作者，在社区艺展中心，她笑
盈盈地向到访者介绍各种社团活
动。讲解结束时已近中午，“我要
坐游艇回家做饭啦，欢迎大家常
来做客。”她笑着说。
　　一湖碧水是这个公园社区的
灵魂，满足了成都人对枕河入梦
依水而居的美好想象。“环境没得
说，就是担心开发商撤走之后，湖
水会不会变成一潭死水？”社区居
民罗艳霞说。
　　担忧并非多余。2400 多亩

的水域，房地产开发企业每年用
于水质维护的费用高达 3000 万
元。楼盘开发结束后，谁来为这优
质水环境买单？
　　麓湖公园社区党委书记王燕
也开始了提前谋划。在她看来，环
境维护要靠人，现在社区正在组
织各种不同的水环境保护公益活
动，让社区居民定期参与种植水
草、在河边捡垃圾等，保护生态将
逐渐成为居民的新时尚。
　　“我们还正在探索党建引领
下的社区基金会模式，目前累计
捐赠总额超过了 1500 万元。”麓
湖公园社区党委副书记徐棠棣
说，“渔 获 节、龙 舟 赛、水 上 剧
场……基金会每年会组织 500
多场社区活动，借此打造公园社
区品牌，提升了社区吸附能力。”
　　徐棠棣表示，吸附的不仅仅
是捐赠，更是居民对于美好家园
的价值认同。
　　长期关注公园城市理论实
践的四川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李
后强认为，成都基于公园城市建
设，构建党建引领下的社区治理
体系，是对治理现代化的有益探
索，也是公园城市建设值得推广
的经验。
　　“我对成都公园城市的前景
非常有信心，因为它符合成都经
济社会发展的规律，满足了成都
人对于高品质生活的需求。”李后
强说。
　　春节前的一天，阳光明媚，不
时有路人在张绍莲小院门口探头
张望。
　　“我电视上见过您，特地过来
看看。”“快进来坐坐，就跟回家一
样。”张绍莲笑着招呼。
　　从公园城市建设“首提地”到

“示范区”，或许这就是成都应有
的城市气质。
　（参与采写：刘依林、孔维睿）

公园城市生态价值转换的“成都探索”
　　新华社北京 3 月 7 日电
（记者高敬、熊丰、徐壮）站在
“十四五”开局的新起点上眺望
未来，大家都在谈的降碳，将怎
样改变我们的生活？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草案勾画了美丽
中国的蓝图——— 基本消除重污
染天气，基本消除劣Ⅴ类国控
断面和城市黑臭水体，深入推
进工业、建筑、交通等领域低碳
转型。
　　记者采访了中国工程院院
士、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
长王金南代表，解码 2025 年
的美丽中国。

  两个“基本消除”带

来更多蓝天碧水

　　近年来，蓝天白云的“好天
儿”越来越多，成为人们共同的
感受。然而，就在前两天，北京
刚刚经历了一场重污染天气。
　　王金南介绍，“十三五”时
期，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
标任务完成，蓝天、碧水、净土
三大保卫战取得显著成效，群
众满意度比较高。但要看到当
前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追求的
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重污染
天气、劣Ⅴ类水和城市黑臭水
体等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上。
　　纲要草案提出，“十四五”
时期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气，基
本消除劣Ⅴ类国控断面和城市
黑臭水体。
　　“提出这两个‘基本消除’，目的就是要解决老百姓最
关注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王金南说。
　　但他同时指出，这些领域也是污染防治工作中最难
啃的“硬骨头”，任务仍非常艰巨。

更好促进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但绿
水青山的价值如何体现，如何给当地群众带来金山银山，
一直是各地探索的方向。
　　纲要草案提出，建立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并提出
制定实施生态保护补偿条例。
　　王金南注意到，前不久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
十八次会议已经通过《关于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机制的意见》。
　　很显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各地
保护绿水青山的积极性。绿水青山是生态资源，能不能转
化成生态资产、生态资本？在实践中，绿水青山的价值怎
么转化？
　　“这应该成为未来 5 年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
设的新题目。”王金南说。
　　他提出当前要在 4 方面取得突破：一是科学界定生
态产品的范围；二是突破生态产品价值核算问题；三是
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渠道，除了政府出资，如实施退
耕还林等生态工程、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等，还要大力建
立市场机制；四是提高生态产品价值实现程度，让保护
者真正受益。
　　他说，在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中包含三部分。举
个例子，一片森林既有木材产生的产品供给价值，也有固
碳、调节气候等生态调节和服务价值，还可能有文化旅游
等价值。其中，难以体现的是生态调节功能这部分的价值。
　　对此，王金南提出建立基于生态产品服务的“第四产
业”概念。他表示，不同于为经济生产和以人为中心的一二
三产业，第四产业是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目标的，
可以成为下一步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重要方向。

减污降碳有挑战也有机遇

　　“纲要草案提出协同推进减污降碳，这是未来生态环
境保护工作的‘牛鼻子’。”王金南说。
　　他解释，依靠末端治理，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的潜力越
来越小。要继续改善环境质量，就得依靠一些根本性措
施，即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用地结构的调
整。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根本措施也是相应的结构
调整。
　　“治污、降碳，途径是一样的。”他说，根据研究，如果
全国能够达到碳中和目标，全国 PM2.5 平均浓度能够降
至 10 微克/立方米左右。
　　降碳，哪些行业会受到影响？他表示，特别依赖化石
能源的、高排放的行业肯定是受冲击最大的，如煤电、钢
铁、建材、化工等。如今，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这些行
业本身也在改变，正在迎接新的挑战。
　　与此同时，降碳也会催生一些朝阳产业。我们要大量
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这是风能发电、光伏发电、
生物质发电等低碳或者近零碳排放的产业的机会。电网
调配技术、储能等产业也将迎来良好的发展机遇。
　　要依靠电气化推进低碳化，即终端能源消费中，煤油
气等比重下降，电能比重上升，新能源汽车就是一个典型
例子。王金南表示，跟消费相关的电气化产业也是未来发
展的朝阳产业。

人人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如何践行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你我怎么才能成为
“低碳达人”？
　　王金南呼吁大家首先要树立简约节约的消费观念。
同时，公众在日常生活中要尽可能多选购、使用一些低碳
的、节能节水的产品。
　　“消费者有绿色低碳的消费需求，生产者的供给就会
朝着这个方向去，实现从需求端促进供给侧绿色改革。”
他说。
　　此外，他建议人们更多选择绿色低碳的出行方式，为
碳减排做出自己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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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眺眺雪雪山山城城市市。。吕吕甲甲摄摄

  2018 年 6 月 30 日，几位小朋友在成都空港花田游玩。张青青摄   2019 年 1 月 4 日，市民在成都桂溪生态公园散步。张青青摄

  成成都都桂桂溪溪公公园园内内的的荷荷花花。。
                    吕吕甲甲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