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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有科技城，北有智慧城。”从
成都西北二环往外走，在二环和三环
之间，映入眼帘的一片，正是即将成
为成都新业态的创新智慧之谷——

“环交大智慧谷”的雏形。它是金牛
区政府倾力打造的，继天府新区之
后，成都又一个科技、商业、生活发展
核心区域。建成后，将成为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成都科技“双芯”创新创业
智慧之谷。

从 2016 年 2 月 3 日开始，龙湖
地产和首开地产合作，摘得位于环
交大智慧城的核心位置的茶花A地
块。茶花A地块地处金牛大道和中
环路交界，地铁 7 号线上盖，占地
177亩，总建面90万平米，是成都市
重点项目及北改项目。其中住宅地
块取名“紫宸”，已于去年 9月发售
并将于今年底竣工交付。如今，该
项目的升级之作，也是龙湖在成都
的第五座天街——西宸天街将在近
期开工建设。

记者在会上获悉，西宸天街整体
规划为建筑面积约90万方大型城市

综合体，涵盖一站式购物中心、四条
主题商业街、独岛式环幕商业、都会
时尚soho、双星写字楼、城市臻稀大
平层六大产品。

龙湖和首开为何选择在这里打
造一个新型的商业生态圈。主要看
中了这里的发展前景和优势。

据介绍，金牛区环交大智慧城区

域科研院所众多，拥有西南交大、中
电10所、29所等高水平科研机构，科
技水平和人才储备丰实；区域内二
环、三环、金牛大道等主干道形成“三
横五纵”的地上交通网，2号、5号、6
号、7号、27号等已建和在建地铁线路
正织密成网，交通出行极为便利。这
为新型商圈奠定了基础。

西宸天街效果图

重塑成都商业格局
成都第五座天街即将闪亮登场

成都第五座天街
——西宸天街将重新
改写成都的商业版
图！一年多以前，这
样的论调就在成都商
圈和众多市民的口中
广为传播。

3月9日，这样的
消息得到进一步证
实。成都金牛区政
府、龙湖地产、首开地
产、竞技世界等单位
在金牛宾馆举行战略
合作协议签署仪式，
暨成都第五座天街揭
幕仪式。记者在会上
获悉，西宸天街是金
牛区重点打造的“环
交大智慧谷”的核心
项目之一，也是龙湖
商业地产的升级之
作，涵盖15万平方米
的一站式购物中心、
10 万平方米甲级写
字楼，四条主题商业
街、都会时尚公寓等
业态，同时，龙湖主动
牵手竞技世界，旨在
在天街打造竞技世界
全国第一个研究院。
据悉，该项目在2018
年底建成开业，届时
这里将成为成都市民
又一个好去处！

有分析人士认为，2016年，成都商
业以太古里、IFS为核心地标，环顾整
个二环商圈，东有万象城商圈，南有王
府井商圈、北有万达，但是唯独西二环
大型商圈缺失。导致整个西二环内商
业配套较少，业态不全，商业体验老
化，除了交大路的凯德广场之外，并没
有代表性商业综合体，成为制约西二
环发展的最大阻碍。

正因如此，龙湖重子落城西，打造
首开·龙湖西宸天街，弥补西二环巨大
的消费缺口，抢占整个二环位置。这
一次彻底影响区域生活方式，重塑区
域商业的形象，进而影响整个成都市

的商业格局。
除了拥有浓厚的人文底蕴外，西

宸原著亦不离城市繁华万象，在建中
的龙湖第三代天街、一品天下大街、凯
德广场等高端商业，集中于项目1公里
生活圈内；项目 500米内，茶文化公
园、金牛公园等景观资源环绕；地铁2
号线、在建7号线及三横两纵立体交通
构成通达路网；成都四幼、茶小、二十中
等全龄段教育资源环环相扣，项目内更
引入成外附小入驻。据悉，2018年底，
西宸天街将正式亮相，届时，那里将成
为成都市民满怀期待的好去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秀江

3月9日的仪式现场，另一个重要
角色，竞技世界引起了众多媒体记者
的关注。据悉，竞技世界作为全国范
围内首屈一指的互联网百强企业，发
展势头迅猛强劲。在北京、杭州分别
设立两家公司之后，从2016年开始对
西南城市发展潜力进行考察。经过长
期考察后，最终竞技世界西南研究院
选址落在了“环交大智慧谷”。

记者打探发现，科技巨头竞技世
界正式签约抢先入驻西宸天街一栋写
字楼，约5万平米的办公场所。为何竞
技世界牵手龙湖、首开，在这里打造全
国第一个竞技世界研究院？龙湖集团
成都公司总经理陈序平在当天的仪式

致辞中揭开了背后的原因。陈序平
说，本次竞技世界将“游戏产业研究
院”选择在西宸天街落户，是对环交大
智慧城的看好，也是对龙湖商业开发
能力的信任。随着竞技世界的入驻，
首开龙湖及竞技世界三大企业携手，
优势互补，资源共享，共同推动整个区
域产业经济的发展。

据悉，竞技世界“游戏产业研究
院”其功能定位于游戏产业未来发展
的前瞻性研究，也将带动和集聚更多
优秀互联网研发团队落户，此外，竞技
世界还将设立“竞技世界游戏产业发
展基金”，主要用于投资互联网游戏、
软件类等相关产业。

环交大智慧谷核心项目 第五代天街即将面世

牵手竞技世界
打造全国第一个竞技世界研究院

重塑成都商业格局
2018年底建成开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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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省份试水
分步实施“并非不可行”
今年全国两会，学前教育再成焦点。

有代表委员提出，政府要加大投资建设幼
儿园和托儿所，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总的应该说学前三年教育，在国际上
普遍属于义务教育。”柳斌杰在接受记者专
访时表示，因为长期积累的问题多，这一制
度在中国实施不仅仅是个经济问题，最大
的问题是人才问题。

柳斌杰说，按照现在的估算，幼儿教育
的教师缺口还有350万，这是在几年内解决
不了的。所以我们仍然还是国家主导学前
教育，家庭、社会共同参与。已经有部分省
份出台了免费学前一年教育的实施办法，

“分区域分步骤地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育，
并非不可行。”

柳斌杰透露，他们曾调研过，实行政府
保障学前教育的这些地方，有足够的资金、
足够的人力去进行学前教育，像办学一样
规范地办幼儿教育，实施效果非常好。“这
些我们都是支持鼓励的。创造条件使全国
的幼教学前三年，纳入国家的义务教育体
系并得到保障。”

他同时透露，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
是一个必然趋势，只是全国发展的水平有
差距。近年来，学前教育事业快速发展，但
学前教育资源相对短缺的局面仍未改变，
难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学前教育的需

求。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立法，学前教育的
政府责任、经费分担、师资保障、办园体制、
督导评估等重点问题尚不明确，制约了事
业的健康发展。

“目前《学前教育法》已纳入立法项目，
将在合适的时机推出。”柳斌杰透露。

“二孩”生育低
很多社会关联问题要解决

2015年下半年，中央全面放开二孩政
策。柳斌杰说，政策放开后，全国人大教
科文卫委员会也高度关注，一直在密切跟
踪调研。“追踪一年多，正面的反馈很多，
但是还有一些反应和预期相比，社会效果
不明显。”他表示，尤其是城市，第一年大
家预计会有几百万生育，实际上有二孩计

划的只有40多万人，很低很低。去年开
始，这个人数有所回升，但仍然没有达到
预计目标。

这背后，有很多社会关联问题没有解
决掉，明显表现为四大“症结”。柳斌杰表
示，首先，政策没有落实到位。很多地方没
有及时调整跟法律相适应的政策，还按照
原来一对夫妇一个孩子的政策原则在运
行。第二，生育成本提高了，经济方面也是
一个重要的因素。第三，生育的思想观念
发生变化，有相当多的人追求生活质量，个
人的幸福指数，选择了不结婚，或者是结婚
以后不要小孩。第四，一些公共社会服务
还不完善。

柳斌杰透露，在调研的过程中，他们也
发现，一些不利于二孩的政策措施，譬如女
职工生育产假、提职提薪等依然不完善。

“生二孩的女职工大多数是在相当重要的
工作阶段，提职提薪施加的压力，使很多人
不敢生，这就是政策性要调整，必须要调整
过来。”他表示，单位上的规定规则、涉及到
个人利益的一些法规等问题，现在还有很
多地方没有解决。接下来，一些与国家法
律不相适应的政策要及时清理。

发放二孩补贴？
在我国还为时尚早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适应实施全
面两孩政策，加强生育医疗保健服务。针
对进一步完善二孩政策提出建议，今年全
国两会，发放“二孩补贴”不约而同成为几
位代表委员的建言献策内容之一。

“我们也在调研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实
时调整这些政策，社会还建议出台一些鼓
励性的、支持性的、实惠一点的政策规定，
来补充法律实施的效力，这方面也在研
究。”柳斌杰说。

给二孩家庭发放补贴，会不会考虑？
柳斌杰对此回应说，关于相关配套措施会
做政策方面的调整，实行补贴在中国可能
还得相当长时间。他表示，在西方国家，生
两个孩子，生三个，生四个都有分别的政策
鼓励，比如说减税，政府的补贴等。“但在我
国可能补贴，现在还谈不上。最重要的是
现行的一些歧视性的政策，很快就要转变
过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想玲

张其佐：习总书记
告诫坚决刹住经济数据
造假振聋发聩

习总书记3月7日到辽宁人大代
表团参加座谈时告诫，经济数据造假，
不仅影响我们对经济形势的判断和决
策，而且严重败坏党的思想路线和求
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败坏党在人民群
众中的形象。此风不可长，必须坚决
刹住！习总书记告诫坚决刹住经济数
据造假振聋发聩，经济数据造假、隐瞒
实情等腐败，其危害性不可低估。

首先，这与党的思想路线和求真
务实的工作作风背道而驰。党的思想
路线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通过对经
验和教训的总结得来，“一切从实际出
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
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其核心是“实事
求是”。而地方经济数据造假，恰恰违
背了党“实事求是”的基本思想路线。

其次，经济数据造假影响党和政
府的相关判断和决策，是一种违背政
治规矩和纪律的严重腐败。这种腐
败不除，损害的是百姓切身利益，啃
食的是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挥霍的是
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认同。

由此可见，经济数据造假等弄虚
作假腐败，与“忠诚、干净、担当”相背
离，有碍于贯彻落实党中央治国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有碍于统筹推
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碍于经济平
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习总书记反复强调作风建设和
反腐败永远在路上，要坚决刹住经济
数据造假腐败，就要全面推进从严治
党、依法治国，形成不敢造假、不能造
假、不愿造假的制度机制。 据中国
经济网（作者系经济学家张其佐）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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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区域分步骤地
将幼儿园纳入义务教
育，并非不可行。学前
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是
一个必然趋势，只是全
国 发 展 的 水 平 有 差
距。近年来，学前教育
事业快速发展，但学前
教育资源相对短缺的
局面仍未改变，难以满
足广大人民群众对学
前教育的需求。

重点提要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独家回应华西都市报

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是必然趋势
入园难，入园贵，学前教育

学位紧张的现实备受社会关
注。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今年全
国两会期间，多名政协委员和大
人代表提出，将学前教育纳入义
务教育，政府加大投入（此前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已报道）。

3月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
员、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
斌杰独家回应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时明确表示，学前教育
纳入义务教育是必然趋势，鼓励
支持各地进行探索。目前《学前
教育法》已纳入立法规划。

经济数据造假与党的思想路
线相背离，损害人民利益，挥霍人
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认同，要坚
决刹住，更要形成不敢造假、不能
造假、不愿造假的制度机制。

学者观点

柳斌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