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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房人可自商品房
选房之日起，1个月内自
愿选择升级装修方案。
购房人自愿选择升级装
修方案的，开发企业应与
其另行签订升级装修协
议，约定升级装修的内
容、标准、成交价格和付
款方式等。升级装修价
款纳入预售款监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珠

6月8日，记者从成都市住建局获悉，
为进一步规范成都市成品住宅建设及销
售行为，提升成品住宅建设品质，满足人
民群众个性化、品质化居住需求，《成都市
新建成品住宅装修管理规定（试行）》（以
下简称《规定》正式出台，对成都市中心城
区新建成品住宅建设管理模式、样板房管
理、装修信息公示、成品住宅竣工验收和
交付管理、开发企业主体责任和参建单位
责任、监督管理等做出了规定。

《规定》适用于成都市中心城区新办
理成品住宅施工许可的商品住房项目，自
发布之日起30日后实施，近郊区（市）县
参照《规定》执行。

开发企业可提供升级装修方案
供购房人自愿选择

《规定》提出，实施成品住宅建设的项
目，开发企业应提供普通装修方案，普通装
修的设计和建设应符合《成都市新建商品
住宅技术管理规定（第一版）》的相关要求。

普通装修的价格应由开发企业委托
专业机构（建设工程造价咨询服务机构或
房地产估价机构）进行评估，其挂牌价格
不得超过评估价格，且应符合成都市房地
产调控政策管理规定；开发企业应与购房
人在商品房买卖备案合同中约定普通装
修内容、标准和成交价格，普通装修的成
交价格不得高于挂牌价格。

《规定》提出，根据市场需求及产品
定位，开发企业可在普通装修方案的基

础上提供升级装修方案，供购房人自愿
选择。在办理成品住宅预售许可前，开
发企业应委托专业机构对升级装修价
格进行评估并公示评估报告。

购房人可自商品房选房之日起，1个
月内自愿选择升级装修方案。购房人自
愿选择升级装修方案的，开发企业应与其
另行签订升级装修协议，约定升级装修的
内容、标准、成交价格和付款方式等。升
级装修价款纳入预售款监管。

普通装修和升级装修都应和主体工
程一体化设计、施工、质量监督和竣工验
收备案。

要设置和开放工序样板房
交付样板房作为成品住宅的交付标准

为更好保护购房人的知情权和选择
权，《规定》要求，新建成品住宅不但要设
置和开放交付样板房，还要设置和开放工
序样板房。开发企业应选择本预售批次
房源数量最多的户型，在可售房源内、销
售场所或异地就近，设置至少一套普通装
修的交付样板房和一套对应户型的工序
样板房。交付样板房应真实体现拟交付
成品住宅的装修清单内容，作为成品住宅
的交付标准。样板房内不得设置摆放除
装修清单外的其他内容，对于未设置样板
房的其他户型，要求企业制作装修效果图
进行展示。

《规定》要求，开发企业应开放交付样
板房和工序样板房至当期成品住宅集中
交付达到90%之日起至90日止。经属地
住建部门检查同意后，开发企业才能关闭

各类样板房。交付样板房和工序样板房
在保留期内不得擅自拆除、移位、调换或
变更装修内容。确需进行样板房移位的，
应向属地住建部门报备并对样板房移位
进行公证，在新的样板房没有进行移位公
证前，原样板房不得拆除。

开发企业如提供升级装修方案的，应
针对各升级装修方案分别设置不少于一
套的升级装修交付样板房和一套对应户
型的工序样板房。

装修信息公示更为全面、透明
进一步加强对成品住宅的监督管理

《规定》要求，拟预售的成品住宅应在
销售现场和企业官网公示以下信息：成品
住宅开发和参建单位信息，装修方案（含

装修清单）、价格评估报告和挂牌价格、样
板房的参观提示、咨询投诉电话和属地相
关主管部门受理监督举报电话等。

《规定》还详细明确了装修清单的内
容：装修功能空间、装修内容和主要装修
材料及部品设备的名称、品牌、产地、规
格、型号、材质、颜色、质量等级、环保等级
和生产企业官网可查询链接等内容。此
外，还规定了备选品牌的使用规则，确因
主选品牌停产或不可抗力等原因导致无
法供货的，才能选择备选品牌。

《规定》没有强制要求现售成品住宅
项目修建和展示样板房，但要求开发企业
在销售现场和企业官网公示与装修相关
的信息，在与购房人签订现售合同之前，
应确保购房人实地参观了拟购买的房屋，
并在签订合同时对拟购买房屋的实际装
修内容和销售现场公示的装修清单与买
卖合同约定是否一致予以确认。

《规定》要求，开发企业组织五方责任
主体对成品住宅进行分户验收时，应按照
相关规范和装修清单进行比对验收。《规
定》详细罗列了成品住宅交付时开发企业
应提供的各项资料，便于购房人全面知晓
收房时企业应提供的资料。

住建、市场监管、城市综合执法等相
关部门加强协作联动，对成品住宅设计、
建设、销售、广告宣传、合同签订等行为
的监管和违法违规行为予以严肃查处。
尤其是对样板房开放、装修信息公示不
到位，强迫或变相强迫购房人选择升级
装修的违规行为，开展重点监督检查，发
现违规行为，予以坚决查处。

6 月 7 日晚 7 点过，在宜宾市屏
山县龙华镇东煌新城小区文体广场
上，伴着动感音乐声响起，小区居民
们开始跳舞健身。随着夜幕降临，
30 余盏路灯照亮了小区。2 家大超
市里，工作人员忙碌着整理销售货
柜 里 的 商 品 。 村 民 王 大 姐 告 诉 记
者，自从通过易地搬迁到这个小区
后，她和邻居们的生活变得丰富起
来。“社区还定期举办文艺汇演，很
好看。”

东煌新城是龙华镇最大的易地
搬迁小区，2018 年 7 月起，300 多户
群众陆续搬迁入住。面对该小区入
住群众来源广泛、双重管理难度大、
环境卫生意识差和公共设施维护困
难等问题，龙华镇立足新区“管理规
范、平衡融合、服务优质、协调发展、

繁荣和谐”目标，以“安居”为要，以
“乐业”为本，以“善治”为基，踏出一
条新区治理好路径。

“ 以‘ 安 居 ’”为 要 ，大 力 度 、大
幅 度 改 善 公 共 设 施 。”龙 华 镇 相 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当地从深化基础
设施入手，先后投入 1500 余万元，
完善市政道路、污水管网等各项配
套设施。

此外，龙华镇还以“乐业”为本，通
过“三本”台账引领服务、“三个一批”引
领就业、全力扶持引领创业，助推农户
增收。以“善治”为基，通过融合式治
理、双边式管理、联合式机制，全方位、
全过程推动共融共享，全力推进新城小
区集中安置点基层治理工程，提升居民
满意度、幸福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伍雪梅

6月8日，在位于宜宾市屏山县中都镇
千亩白魔芋产业基地，工人们正忙着除
草。不远处的烤烟基地上，村民正在栽种
烟苗。白魔芋、烤烟等产业，正发展成为中
都镇助农增收的重点产业。

据介绍，中都镇作为屏山县唯一的中心
镇，自乡镇行政区划和村建制调整改革以
来，始终将农村基层治理作为夯实乡村振兴
基础的重要内容来抓，扎实做好两项改革“后
半篇”文章，治理能力和水平得到有效提升。

“首先要发挥好党建引领‘一面旗’，
才能凝聚起全镇上下一心一意抓发展的
蓬勃动力。”据中都镇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镇进一步健全优化中心镇建设“县级指挥
部+镇党委+项目专班”工作体系，大力实
施“党建+项目提速+产业发展+基层治
理+服务保障+铁军建设”行动，党建引领
示范取得良好效果。

同时，通过扎牢基层治理“一张网”，
大力推广村级民主恳谈会、村民议事会等
民主自治形式，持续加强对村社法治宣
传、法律援助等服务，广泛开展睦邻节活
动，倡导邻里和睦、守望相助的社会新风
尚，进一步健全党组织领导下的自治、法
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加
快形成共建共享共治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规划产业发展“一张图”。通过进一
步落实产业发展扶持政策，新发展白茶
8000亩、白魔芋1000亩，巩固发展油菜3
万亩，大力推广1000亩烟菜、烟油、果芋
等轮作或套种模式。加快农副产品精深
加工园区建设，探索“镇属国有公司+村
集体公司+两白产业基地建设”利益联结
捆绑发展模式，加快建设川滇结合部农文
旅融合发展示范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伍雪梅

宜宾屏山龙华镇:踏出易地搬迁新区治理好路径 宜宾屏山中都镇：基层治理三项举措 夯实乡村振兴基础

成都出台新建成品住宅装修新规

购房人可自愿选择升级装修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金祝）成都天
府国际机场投运进入倒计时。6月8日，
记者从四川省机场集团获悉，天府机场分
别针对T1航站楼、T2航站楼、GTC和空
港大道确立了“自然之道、人文之道、生活
之道、锦绣之道”四大文化表达主题，为天
府机场文化建设指明了方向。

基于对功能空间的梳理和旅客动线
的研究，机场将蜀风雅韵植入了航站楼整
体设计。楼前景观绿地和 T1 航站楼迎
宾厅，各有一处由国内著名艺术家创作的
标志性雕塑作品；旅客候机区、到达廊、庭
院、T1航站楼值机大厅的“天府巷”、VIP
大厅通道等区域，散落着分别由中央美术
学院、四川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院等顶
尖艺术院校及国内知名艺术机构、艺术家
团队创作的各种公共艺术作品；成都博物

馆、三星堆博物馆、四川博物院等7家川
内知名博物馆也与天府机场合作，共同打
造了航站楼文博空间，展示传播四川悠久

的历史文化。
庭院作为机场建筑的一大亮点，也是

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T1、T2航站楼内

共有12座庭院，即以“草堂、雅舍、逸居、
味府、乐园、竹韵”为主题的6座参与性庭
院和以“春、夏、秋、冬”为主题的4座观赏
性庭院，还有以“锦绣蜀山”“青城幽径”为
主题的 2 座观赏、参与性兼备的核心庭
院。

GTC 交通换乘中心内，设置了特色
餐厅、面点轻食、地方小食、甜品轻饮等商
铺，其建筑与装修风格无不应和着“生活
之道”的活色生香，丰富多彩的巴蜀元素
与香飘四溢的四川美食，描绘出一幅幅栩
栩如生的天府生活画卷。

而航站楼外的航站区绿地、空港大道
景观、莲花水库机场公园等区域，组成了
天府机场的整体景观设计，总面积约130
公顷。景区间或连绵蜿蜒、或迂回跌宕、
或悠游开阔，是“锦绣之道”的魅力表达。

去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提前感受“人文”之美

航站楼文博空间一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