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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中国最具幸福感城

市”榜单上，成都依然稳居

第一。这已是成都连续12

年获得“最具幸福感城市”

冠军，这份荣耀，让“幸福城

市”成为了成都一张闪亮的

城市名片。

如今的成都，正抢抓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重大战略
机遇，主动融入“双循环”，加快
建设践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
市示范区，不断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助推城市能级再上台
阶。

站在时代风口的成都，始
终牢记城市发展的使命——让
生活更美好，让人民更幸福。
当“像成都人一样幸福生活”正
在成为更多人向往的流行时
尚，究其根本，是这座城市不仅
综合实力在争先进位，人民的
生活品质和幸福感也在不断提
升。

在成都，让你安放身心

城市因人而兴。幸福的源
起，是吸引。

去年，30 岁的甘阳从北方
来到成都落了户，他说，“对我
而言，成都的慢节奏和美食更
有吸引力。而且，成都的电子
信息产业全国领先，让我找到
了事业上大展拳脚的方向。”如
今甘阳已是天府新区一家科技
公司的中层。

在成都，还有千千万万个
甘阳，他们从五湖四海而来，愿
以成都为家，不仅因为成都的
不拘一格、求贤若渴，“更因为
这里宜居，也有机遇，有生活，
更有未来”。

源源不断的人才来到成
都，为城市注入了新鲜的活
力。能吸引人，还要留得住
人。宜居的环境，是幸福的基
础。

在成都，感受绿色生态

在成都，有一种幸福叫“在
阳台上遥望雪山”。成都是全
国唯一能看见 5000 米以上雪

山的千万级人口城市，除了
成都平原独特的地理优势，
更得益于成都高质量建设践
行新发展理念的公园城市示
范区，全方位构建“人城境
业”高度和谐统一的大美城
市形态。

成都从2018年开始建设
世界上最长的城市绿道，规
划总长 16930 公里的天府绿
道体系由区域级、城区级、社
区级三级绿道构成，包括
1000 条“上班的路”和“回家
的路”。截至今年上半年，建
成各级绿道 3689 公里，新增
绿地面积 3885 万平方米，全
市森林覆盖率 39.93%，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达43.5%……

在绿道上奔跑燃烧释放
卡路里、在龙泉山城市森林
公园感受“千年之变”的豪
情、在锦江泛舟夜游、在清晨
和傍晚欣赏绚烂彩霞、在城
市感受蓝天碧水的美好……
全球最长的绿道体系，是成
都的绿色动脉。

“让城市自然有序生长，
是筑城聚人之根，是美好生
活之本。”一句话道明了成都
规划建设公园城市的初心
——让生活更美好。

在成都，品味生活美学

生活便利度也是幸福感
的一项重要指标。为了让城
市发展成果更好造福人民，
成都提出要让市民日常生活
所需的事，尽可能在15分钟
步行半径圈里解决。

基于此，成都从 2017 年
开始启动中心城区基本公共
服务设施“三年攻坚”行动
——中心城区将在三年内新

建8大类、18项，共计2557项
公共服务设施。家门口入学
就医、全天候购物健身、社区
养老、交通圈、商业圈、生活
圈“多圈合一”……便利的生
活让市民得到的满足感伸手
可触。

同时，越来越多的公共
文化设施也在这座城市丰富
着市民的生活。正在建设

“三城三都”的成都，让市民
有想去就去的时尚盛典和潮
流大展，有全国第三的国际
一线品牌入驻量，有逛不完
的有趣小店和全球首店，有
设计改变生活的网红文创园
区，有青城山、都江堰、大熊
猫、金沙遗址、武侯祠、杜甫
草堂等世界大IP的高品质旅
游体验，有可以让你徜徉无
限书海的最美书店，有全年
无间歇的演唱会、音乐节
……在成都，既可感受前沿
的世界潮流，又可体验传统
的市井生活。

而更深的幸福，是归属
感。不管你是哪里人，来到
成都，你就是成都人。

在成都，感受宜居社区

社区是城市的基本单
元，宜人宜居的社区，构建起
了生活更美好的“善治之城”
成都。

面对推动城市转型发展
的时代之问、满足群众美好
生活需要的民生之问、特大
城市现代治理的变革之问、
实现长期执政强基固本的责
任之问，三年前，成都开启了
一场党领导城乡社区发展治
理的体制创新和方式变革。

2017 年，成都在全国率

先设立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
理委员会，从被动管理到主
动治理，破解城乡基层治理

“九龙治水”，构建起“一支队
伍统管、一张网格统揽、一个
平台统调、一套机制统筹”体
系。

这套体系在非常时期发
挥了巨大作用。

疫情期间，成都的城乡
社区迅速从“基本治理单元”
转为“一线战斗单元”，社区
治理常态迅速转为“联动联
防联控”，发动居民自组织、
物业机构、志愿者等基层治
理力量 49.1 万人，在 11 天内
对4370个社区实施了3轮地
毯式、精细化排查，累计走访
排查875.7万户1993.9万人、
用人单位 88.5 万个 782.8 万
人，筑牢了疫情防控的第一
道防线。同时，社区服务保
障采取“联勤精准供给”，社
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将新鲜
蔬菜从田间地头送到群众家
门口。精细化治理下的城乡
社区，不仅给人生活上的幸
福感，还带来了不可替代的
安全感。

在成都，共享发展机遇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奋
斗本身也是一种幸福。

“成都潜在的广阔市场、
人才资源、政策优势和创新
创业氛围，都是吸引我们签
约入驻看重的条件。”杭州趣
链科技有限公司 CTO 张帅
介绍说，在不久前举行的
2020金熊猫全球区块链创新
创业大赛上，公司与成都高
新区签约，决定设立子公司，
成立区块链研发中心。大赛

结束后，共有 7 家企业在成都
办理注册。

为什么今年成都能获得
“企业家幸福感最强市”称号？

让企业家感到幸福的，是
成都科技、人才、金融、政策等
要素的优化配置和组合，还有
成都公平稳定可及的营商环境
和尊重创新创造创业的社会氛
围。

成都还大力支持新经济发
展，今年面向全球发布1000个
新经济新场景和 1000 个新产
品。同时，成都的国际化营商
环境建设不断升级，出台了《成
都市全面深化国际化营商环境
建设实施方案》，国际化营商环
境政策升级至3.0版。

在成都，梦想照进现实

更广阔的机遇来自城市能
级的提升。

2017 年，为解决大城市病
带来的发展困局，成都高起点
谋划千年之变，以“东进”战略
变“两山夹一城”的城市格局为

“一山连两翼”，曾经作为东部
屏障的龙泉山转型为城市绿
心，真正拓展了成都发展的空
间，提供了无限可能。

2020年4月28日经四川省
政府批复，成都东部新区正式
成立，本就肩负国家使命的成
都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的背景下更成为被外界看好的
极核城市。同时，天府新区、中
国西部（成都）科学城的加快建
设，吸引聚集了众多全球高端
人才，推动城市发展动能由要
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全球
竞争力和区域带动力持续提
升。

天府国际机场已成功完成
首次校飞，明年便可正式投运，
成都人将真正可以享受双机场
带来的“随心飞”便利；城市地
铁正在加速成网，年内还将有5
条地铁线开通，市民出行更有
保障；产业功能区的建设让生
产、生活统一于 15 分钟生活
圈，医疗、教育等资源的分配更
加均衡；第31届世界大学生夏
季运动会将在明年 8 月举行，
这场充满青春活力的盛会，将
把成都的巴适安逸和幸福生活
传递至远方，成都正以更加开
放的姿态迎接世界……

幸福没有终点，在如何不
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
答卷上，成都以高质量发展的
实践继续书写着答案。
（整理自成都日报·锦官新闻）

悠闲的成都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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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给你稳稳的幸福
/ 像 成 都 人 一 样 生 活 ，感 受 在 成 都 的 六 大 幸 福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