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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怎么建？

6 家顶尖国际设计单位踏勘新区，本月完成 1 平方公里设计样本
前不久，
前不久
，
《龙泉山城市森林
《龙泉山城市森林
公园天府新区分区规划》初步编
公园天府新区分区规划》
制完成，
制完成
，从多个角度对龙泉山
城市森林公园天府新区段的建
设进行了规划。
设进行了规划
。
具体到更详细的规划设计
工作中，
工作中
，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要
如何打造有本地特色的生态景
观？如何处理人居
如何处理人居、
、交通与生态
保护的关系呢？
保护的关系呢
？
8 月 21 日 ，来自不同国家
的 6 家顶尖规划设计单位来到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天府新区
段，设计专家们攀上丹景台
设计专家们攀上丹景台，
，
进
行现场勘查、
行现场勘查
、数据搜集等工作
数据搜集等工作，
，
将在丹景台周边选取一平方公
里区域，
里区域
，
提交控制性详细规划设
计方案，
计方案
，
为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天府新区段建设提供参考。
天府新区段建设提供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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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
要指示和党中央、
国务院决策部署精神，
中央扫黑除恶第 10 督导
组近日进驻四川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督导工作。
8月29日，
中央
扫黑除恶第10督导组督导四川省工作动员会在成都召开。
9月1日，
中央扫黑除恶第10督导组督导成都市工作汇报会召
开。
成都将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认真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和中央督导组要求，
坚
决履行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大政治责任，
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
确
保专项斗争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深入开展；
加大打击力度，
始终保持
对黑恶势力高压态势；
强化
“一案三查”
，
进一步深挖彻查
“保护伞”
；
深化源头治理，
坚决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
压紧压实责任，
推动专
项斗争各项部署落地见效，
坚决打赢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这场硬仗。
新区在动员会当天设立分会场，
对新区相关工作作出安排部
署。
当前，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正在新区全域范围内有序推进。
天府之声记者了解到，
近期新区各部门、
各街道围绕该项工作要
求，
精心组织，
认真策划，
开展了一场场生动鲜活的宣传活动，
全方
位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相关知识，
营造了浓厚法治氛围。
顶尖规划设计单位现场踏勘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 摄影 张士博

新区入选

设计师说：

1 平方公里设计样本 落实公园城市发展理念

要体现成都气质 保留村落文化
“龙泉山具有良好的生态
环境，成都是一个文化底蕴深
厚、非常时尚的城市。
”中国城
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风景分院
副所长刘华认为，在龙泉山城
市森林公园的设计元素中，既
要有传统的元素，也要体现时
尚、现代的风貌。对于适宜开
放的区域，需要植入更多休
闲、娱乐的功能，让我们市民
更多地参与进来。
“我们认为，最好的解决
办法是，以
‘生态的方式’来解
决‘生态的问题’
。
”刘华表示，
在后期的规划设计中，将尽量
尊重自然，通过地带性的植物
进行原有植被恢复，让植物更
好地生长，也为动物提供多样
化的栖息环境，使龙泉山不仅
可以绿起来，
也能让里面的动

植物更好地生长。
LDA 设计咨询公司主席
Andrew Harland 表示，
龙泉山
的村落和人居环境带给了他新
的灵感，
“现状的村落文化肯定
有不少值得提取的元素，
同时，
在自然生态的打造上，
我们也会
用我们的经验，
更好地完善城市
森林公园的建设，
打造一个有成
都特色的地域植被景观。
”
艾奕康公司 AECOM 东
南亚区域规划设计经济副总
裁 徐 业 勤 的 想 法 与 Andrew
Harland 几乎不谋而合，
“我比
较看重的是‘村落文化’的保
护。这种有本地特色的建筑、
村落，烙印着区域的农耕文化
和历史积淀，
在城市森林公园
打造时，应该作为
‘村落文化’
适当地保留下来。
”

据新区环境保护和统筹城乡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此次，6 家设计单位踏
勘了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多个点位，
其中一个是天府新区段的丹景台景
区。并且，6 家设计单位已经确定将在
丹景台景区周边选择一平方公里区
域，为新区提供一个设计方案，
“ 这个
方案可以作为我们建设为龙泉山城市
森林公园天府新区段的参考”。据了
解，
设计初稿将在 9 月底前呈现。
按照要求，此次设计方案中须包
括节点单元深化研究、整体空间结构
和功能布局设想以及土地使用和开发
容量分地块建议、公共空间形态及建
构筑物形象控制方案、风貌景观设计、
建筑概念设计等 5 大内容。设计中的建
筑概念设计要具有生态理念、国际视
野、中国特色，公园景观设计还应充分
落实公园城市等城市发展新理念。
在现场踏勘中，龙泉山城市森林

公园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张敏介绍，龙
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将要打造空中餐
厅、领事聚落和田园综合体等多个特
色节点。天府新区段的丹景台景区非
常重要，空中餐厅、领事聚落等特色节
点都有希望在此呈现。
“我认为，空中餐厅节点选址丹景
台非常好，视野开阔，甚至能够看到远
处的兴隆湖以及整个成都的夜景。”从
一个建筑师的角度，格雷姆肖建筑项
目 运 营 经 理 兼 中 国 项 目 负 责 人 Andrew Usher 提 出 了 自 己 的 创 意 ，
“其
实，我们更希望‘空中餐厅’不仅仅是
餐厅，而是人能停留下来的、有故事的
地方。我们会考虑加入更多的其他市
民参与、田园综合式的元素，比如说，
打造一些特色菜园，组织市民过来参
加活动，采摘绿色蔬菜作为空中餐厅
的食材。
”
天府之声记者 刘友莉

永兴街道

永兴街道深入开展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一是提高思想认识，从
严部署形成机制。
永兴街道先后召
开党工委专题会、扫黑除恶动员部
署会和调度会等，
传达省、市、新区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精神，
认真领会
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大意
义，从严部署街道专项斗争工作；
成立街道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
小组，强化“一岗双责”和责任落
实，
把扫黑除恶与加强基层组织建
设结合起来，形成街道、村、组“三
级联动”
的工作长效机制。
二是注重宣传引导，
大力营造
浓厚氛围。充分利用 LED 显示屏、
文化墙、海报、横幅和微信微博等

正兴街道

大桥预计年底建成通车，届时益州大道可直通成都科学城

新兴街道

科学城北路西段跨泄洪道大桥顺利合龙（小图为大桥效果图）

新区首座提篮式钢拱桥
现代感十足
日前，天府之声记者在建设
现场看到，大桥主体结构已经基
本完成，最后一块预制拱圈节段
已经制作完毕，等待合龙。整座大
桥横跨鹿溪河，河流两岸，树木葱
郁青翠。由于所处地势较高且跨
度较大，桥梁在蔚蓝的天空下显
得极为壮观。
据成都天府新区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总工办副主任王琪介绍，
科

学城北路西段跨泄洪道大桥作为
鹿溪河上四座重要桥梁之一，
整座
桥梁设计风格以“创新、科技与现
代”为主调，
采用提篮拱形式，
远远
看起来像落在鹿溪河上方的一个
竹篮子。大桥主拱净跨 129.91 米，
净矢高 52.1 米，其主梁采用钢箱
梁，跨度长达 138 米，全宽 46 米，按
照双向 6 车道加非机动车道和人
行道设置。
作为新区首座提篮式钢拱桥，
与其他桥梁有何不同？王琪解释
说，相比混凝土结构，钢结构较大
地减轻了结构自重和体量，
降低施
工期间对环境的污染。
“ 本桥采用
的提篮拱形式，两片拱肋内倾，于
顶部汇聚为一体，利于整体受力和
抗震稳定。
”
如此设计，也让整座桥梁充
满了现代感。从大桥效果图上看
到 ，在 落 日 的 余 晖 下 ，白 色 的 桥
身体俊美挺拔，桥拱上承重的吊
杆 整 齐 分 布 ，如 同 一 根 根 琴 弦 。
在 桥 头 ，还 设 计 了 观 景 台 ，路 过
的行人可驻足休息，眺望整个鹿

溪河沿岸的生态美景。

成品部件组装方式进行建设
施工精度要求极高
如此一座大型提篮式钢拱桥，
建设施工难度如何？项目技术总工
程师陈洪胜介绍说，
由于整座桥梁
采取成品部件组装的方式进行建
设，
整个桥梁在施工过程中有不小
难度，首先体现在桥拱脚的预埋。
据介绍，大桥的拱脚长约 5.7 米、宽
约 3.5 米、高约 3.2 米，重量达到 80
吨 。桥 拱 内 隔 板 较 多 ，且 拱 内 有
150 根长达 7.7 米,直径 22 毫米的
钢筋要穿入拱内长达 5.7 米，每根
钢筋需要对齐 4 个纵隔板。因此，
对施工的精度要求极高。
其次，
整个桥核心部分的钢拱
合龙段，
都要消除每拱段因焊接引
起的误差，更要在合龙段对线型、
调杆位置进行校准。
“ 每一个截面
的多个角都需要准确定位，
加上拱
上附着的锚索位置的方向不同变
化，拱的高度达到 38 米，还有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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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的遮挡，对测量增加不小的难
度，
有时需要变化不同的位置进行
测量，
并配以红外测量仪器等。”
陈
洪胜说。
尽管施工难度不小，
但对于桥
梁的质量和施工效率的把控并没
有松懈。施工期间正值汛期，陈红
胜便组织工人实时监测鹿溪河水
位，对上下游河道进行清理。一旦
水位过高，
则采取调整施工顺序的
方式确保桥梁建设进度。
“ 桥梁所
有材料出厂前已进行质检，
在施工
期间，
我们会定时对施工质量进行
检测。由于桥梁大量使用焊接技
术，我们定期采用超声波、磁粉等
检测焊缝是否严实、是否有气泡，
一定要确保焊接质量过关。”陈洪
胜说。
大桥钢拱的顺利合龙，
为整座
桥的后续工作提供了条件，
为接下
来大桥吊杆安装、桥面铺装、附属
工程的开展打下了良好基础，
也为
最后科学城北路与益州大道的顺
利贯通创造了先决条件。
天府之声记者 夏寒 摄影 施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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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载体，通过编发精短简练、通
俗易懂的宣传标语和视频等，
大力
宣传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及相关法
律政策，营造“扶正祛邪、弘扬正
气”
的良好社会氛围。
三是加强全面排查，
切实维护
社会稳定。
组织网格员和村组干部
深入辖区内所有自建房、出租房、
商场、旅馆等场所进行全面走访排
查，现场开展宣传讲解和线索收
集；
在各村（社区）专门设立扫黑除
恶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鼓励群
众积极提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
索；积极协调组织村组干部、片区
民警、民兵分队进行夜间义务巡
防，
全力维护辖区和谐稳定。

网格员走村入户
助力扫黑除恶

为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
积极宣传、
营造良好的社会治安
环境，
正兴街道发动网格员积极投
入到此项斗争中，他们以“有黑扫
黑、
无黑除恶、
无恶治乱、
无乱治基”
为指导，
在街道各社区（村）全面开
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行动。
据悉，
网格员们第一时间在重
点排查区域、居民小区、院落、社区
党务政务公开栏及时张贴相关通
告，公布检举电话及邮箱，争取广
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并采取会议、
Led 屏、宣传栏、横幅、展板、入户
宣传等多种形式开展丰富多样的
宣传活动，
发动群众举报身边的黑
恶势力，坚决打击黑恶势力，形成
社会扫黑除恶的浓厚氛围。
正兴街道的社区干部及网格员
对治安重点整治场所的涉黑涉恶情

新区首座提篮式钢拱桥合龙

8 月 27 日，新区首座提篮式钢
拱桥——科学城北路西段跨泄洪
道大桥，顺利完成了钢拱的合龙，
标志着该桥主体结构已基本成型。
据悉，大桥预计于 2018 年年底前
建成通车。大桥建成后，将打通科
学城北路西段，连接天府大道和益
州大道，进一步加强鹿溪河生态区
的交通，对完善区域路网、促进区
域一体化及推进组团型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

加强全面排查
切实维护社会稳定

况进行排查，
摸排线索，
同时，
社区
干部及网格员还在这些重点场所内
公开举报信箱和电话，
保证举报渠
道畅通，
鼓励居民群众积极检举，
迅
速、
全面、
准确掌握本辖区涉黑涉恶
情况，
做到底数清、
情况明。
对辖区内市场、商场、KTV 等
重点场所加强监管力度，
同时，
网格
员还加强对网格内重点人员的走访
工作，
切实维护社会治安稳定。
“作为一名基层（社区）网格
员，
在走访群众的过程中要多向群
众宣传党的政策，
鼓励群众共治共
享。”一位网格员告诉天府之声记
者，
这次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工作
中，
通过向市民宣传公安机关及扫
黑办公布的涉黑涉恶犯罪及举报
电话，鼓励群众踊跃举报线索，受
到了群众的欢迎。

扫黑除恶
确保社会安宁

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
文件精神，新兴街道本着“有黑扫
黑，
无黑扫恶，
无恶治乱”
的工作目
标，
以“零容忍”
的态度，
强化领导、
广泛宣传、着力排查，取得了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阶段性成效。
为了确保工作落到实处，
新兴
街道召开党工委会、办事处主任办
公会、专题会、党员干部大会，
传达
相关会议精神，
安排部署街道工作，
成立新兴街道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
导小组，
制定《新兴街道关于开展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的方案》，
坚持
“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失职追责”，
明确时间节点、
工作职责，
汇聚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强大合力。
新兴街道在全街道范围内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宣传教育活
动。
累计发放宣传资料 10000 份，
开
辟学习专栏 13 个，悬挂横幅 60 余
条，印刷墙体广告 30 余幅；利用天
府新兴和天天看新兴微信平台，
微
信推送信息2条，
短信推送6条1000
余人次。
通过悬挂横幅、标语、制作
宣传单、
张贴《通告》、
开辟学习专栏
和在人员密集场所进行现场讲解、
网格走村入户和发放宣传资料等形
式，
同时发挥微信、
手机短信等新兴
媒体宣传优势进行宣传，
广泛宣传
开展
“扫黑除恶”
专项斗争的决心和
力度，
鼓励市民积极提供线索，
协助
公安机关铲除欺压百姓、欺行霸市

的黑恶势力。
通过宣传教育活动，
使
群众对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
大意义和现实作用有了深刻认识，
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
营造安全有
序的治安环境。
新兴还在街道扫黑除恶领导
小组办公室、派出所设立举报电
话、信箱，通过天天看新兴微信公
众号网上举报等形式，
向社会广泛
公开发动群众举报，
并制定有关奖
励举报办法，
调动了市民举报的主
动性和积极性。
对于“黑恶势力”
，新兴街道结
合开展精准扶贫、低保排查、一标
三实信息采集等各项工作，
对辖区
内的重点地区、重点行业、重点群
体开展梳理和摸排，做到心中有
数、目标清晰。
截止目前，
暂未发现
涉黑涉恶有效线索。
新兴街道加大巡防力度，
对重
点区域进行重点监控。
据悉，
新兴街
道积极运用“天府新区智能巡防系
统”，
重点加强对人员密集场所、路
段和其他治安复杂场所巡逻防控，
压缩违法犯罪份子的作案空间，
切
实提高见警率。
对特殊行业、
特种行
业的管控及阵地控制，
确保做到底
数清、
情况明、
管得住。
截至目前，
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
新兴派
出所刑事拘留聚众斗殴者 8 人，寻
衅滋事者 4 人，
逮捕、
移送司法机关
7人。
李魁 天府之声记者 龚靖杰 钟劼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