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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刚过去的2017年，黔江区加大民
生领域的投入力度，为民生实事的办成、
办好下足了功夫，其中涵盖基础设施、环
境治理、创业就业、公共安全、养老助残、
市容市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扶贫开发
等多个领域，是区委、区政府广泛地听民
声、察民情、解民意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
决策部署，是向全区各族人民的郑重承
诺。

走过一年的春夏秋冬，我们欣喜地看
到，一桩桩、一件件实事已见实效。

扶贫搬迁 搬出幸福生活

2017年，对金溪镇望岭村王少平一
家来说，是个幸运之年。

这一年，一家人告别了过去低矮破旧
的老屋，搬进了漂亮的新房子。一家人辛
勤劳作，加上低保和养老保险，年收入近2
万元，终于脱了贫。听力和说话都有障碍
的王少平，虽然难以表达，但合不拢嘴的
笑容透露了她内心的喜悦之情。

2017年，黔江区共完成1647人建卡

贫困户搬迁，完善了20个集中安置点基
础设施，给更多的“王少平”带去了美好生
活的新希望。

自实施脱贫攻坚工作以来，黔江区始
终把脱贫攻坚作为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
工程来抓，紧盯贫困村、瞄准贫困户，改

“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通过产业、搬
迁、医疗、教育、“兜底”等方面深入实施精
准扶贫，逐村逐户打歼灭战实现贫困人口
精准脱贫。

基础设施 筑牢民生根基

“过去缴水费，每家每户平均分摊，谁
家用多用少完全不知道。如今实现‘一户
一表’，水费就交得明明白白了。”近日，看
着楼梯间内安装好的崭新水表，居住在黔
江区城西街道西西里小区的市民杨丹丹
高兴地说。

2017年，黔江区接续推进“一户一
表”改造，截至目前，已有10110户居民实
现“一户一表”，全年改造任务已经圆满完
成。

据了解，改造后的水表系统，实现了
直接抄表到户，按户计量并收取水费，能
彻底解决因总分表计量输差导致的分摊
高、纠纷多，以及供水设施维护管理责任
主体缺失等问题，受到群众的一致好评。

除了“一户一表”改造，2017年，黔江
区还完成了213公里村社便道硬化、88口
山坪塘整治、265户农村危房改造、26个
村农网改造工程、302户城市棚户区改
造。此外，17个乡镇、街道清洁能源惠民
工程实现点火，完成9条城周泥泞道路硬
化，新建天然气管线10.3公里，完成250
余公里老旧管线改造，完工部分线路城乡
电网工程……各个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
序实施并交出了漂亮的成绩单，为全区百
姓生产生活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

环境治理 治出美丽乡村

近年来，随着美丽乡村建设的深入推
进和健康文明观念的进一步普及，农村厕
所的改造成为必要且紧要的一项工作。

“过去确实是又脏又臭的，跟现在完

全两个样。”鹅池镇方家村6组村民何承
全说，自己家过去是那种“地下挖坑、地上
架板”的“土茅厕”，在政府支持改造后，有
了干净的便池，还铺设了瓷砖，厕所环境
焕然一新。

2017年，黔江区通过资金补贴的形
式，积极引导农村居民改厕，提高群众自
我保健和防护能力，效果十分显著，全年
实现农村改厕2600户。改造后的厕所，
不仅看起来干净卫生，还实现了对粪水的
无害化处理，粪便经过化粪池发酵处理
后，可直接用作农田绿肥，方便了农事生
产。

农村改厕，改的不仅是习惯，还改
变了村民们的生活环境。为此，黔江区
把污水处理设施、垃圾箱也“搬”进了农
村，完成了 11 座乡镇污水处理设施建
设，将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提升到
93%。值得一提的是，冯家街道被列入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市级示范片，阿蓬江
镇黄莲村等5个村被列入市级示范美丽
宜居村庄。

赵童 刘茂娇 梅佳

黔江：民生实事暖民心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 实
习生 杨锦曦）重庆日报记者1月
10日从市城乡建委了解到，市政府
办公厅日前印发了《主城区公共停
车场和步行系统建设实施方案》（简
称《方案》）。《方案》要求，2019年底
前主城区开工建设公共停车场160
个，预计新增公共停车泊位超过4万
个。

《方案》还提出，到2019年底，
开发并上线运行重庆市智慧停车系

统，完成主城区第一批约20万个停
车泊位的智能化改造；建成人行步
道20条，新建和提档升级60座人行
天桥与地通道。

《方案》同时明确了今明两年
主城区停车场建设的时间表。其
中，2018年，开工建设渝中区虎头
岩公园、沙坪坝区双碑大桥桥下
公共停车场等停车场项目 80个，
可新增公共停车泊位 2 万个以
上；6月底前，开发并上线运行重

庆市智慧停车系统，年底前完成
主城区 10 万个停车泊位的智能
化改造；建成人行步道 10 条，新
建和提档升级30座人行天桥与地
通道。

2019年，主城区计划开工建设
公共停车场80个，新增公共停车泊
位2万个以上；完成主城区10万个
停车泊位的智能化改造；建成人行
步道10条，新建和提档升级30座人
行天桥与地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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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1月10日，
连接华新街片区及鸿恩寺片区的万兴路
隧道正式通车。今后，从华新街方向到鸿
恩寺、大石坝片区的车辆可通过万兴路隧
道前往，不用再绕行北滨路。该隧道通车
后将形成江北区内红石路与北滨路之间
东西向的一条新的城市主通道，从而有效
分流北滨路车辆，缓解北滨路目前上下班
高峰的拥堵状态。

江北区城发公司市政公路工程部部
长冉晓波介绍，万兴路隧道工程位于江
北区石马河-鸿恩寺片区，其起点（西侧）
接建新西路三期，终点（东侧）接兴竹路，
设计车速50公里/小时，道路红线宽度
54 米，双向 6 车道，左线道路全线长
1048.44米，右线道路全线长1048.79米，
其中隧道段均长740米。该项目工程总
投资估算约37144万元，于2015年 6月
开工建设。

“万兴路隧道通车后，打通了过去‘断
头’的万兴路。”冉晓波说。万兴路位于红
石路和北滨路之间，与北滨路渝澳大桥至
嘉华大桥段平行。随着万兴路隧道的通
车，万兴路也得以全线贯通。今后，从华
新街方向经北滨路往鸿恩寺片区的车辆
可不再绕行北滨路，而改经万兴路—李家
坪立交前往。北滨路渝澳大桥至嘉华大

桥段在上下班高峰较为拥堵，万兴路全线
贯通后，过去通行此路段的车辆也可改经
万兴路，经李家坪立交到达北滨路。隧道
内还设有步行道，附近居民可通过步行道
步行300米前往李家坪轻轨站（在建）和
公交车站。冉晓波介绍，万兴路隧道通车
后，今后还可通过连接在建的建新西路四
期加强鸿恩寺片区向西与大石坝片区的
联系，形成江北区内红石路与北滨路之间

的东西向城市另一主通道。
据悉，金源路下穿道立交也于1月10

日正式通车。金源路下穿道立交工程位
于江北区金源路与万兴路交叉口处，为双
向四车道直行下穿道。通车后，从观音桥
家乐福前往北滨路的车辆可直接通过下
穿道前往，往其余方向的则在渠化后的平
交口转换。步行的市民也可从观音桥家
乐福直接走下穿道前往金源广场，鹏润蓝

海、半山华府等周边小区。
在北滨路拥堵得到缓解的同时，今年

春节前，江北区还将有一批次支道路完
工。江北区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唐家沱
至长寿凤城二级公路郭家沱段改造工程、
寸滩三期安置房周边道路工程、大湾项目
配套设施建设工程、大川小学南侧道路工
程、可乐小镇AB区市政道路工程等一批
次支道路将于今年春节前完工。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1月10
日，渝北区两江大道北延伸段工程开
工。

据悉，两江大道北延伸段项目南起

规划的两江大道二期终点，经石船、统景
两镇，止于统景场镇东风大桥，全长12.8
公里，计划投资20亿元，是接驳三环高
速、东环铁路、渝邻高速的重要干道，也

是连接龙兴工业园与统景温泉风景区的
全新通道。建成后，将全面改善龙兴、石
船、统景片区交通道路条件，促进道路沿
线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加快发展，成为增

进沿线老百姓福祉的产业路、致富路、小
康路。

据了解，到2019年，渝北区计划投
资98亿元，全面完成渝北区“十纵十横”
骨架路、四好农村路建设，其中骨架路改
造约600公里，四好农村路建设750公
里。“十纵十横”骨架公路全部达到三级
路以上标准，村民小组通畅率达到
100%，建成畅通便捷、互联互通、舒适安
全、经济绿色的综合交通体系，提供适度
超前的交通服务能力。

渝北区两江大道北延伸段工程开工
改善龙兴、石船、统景片区交通

近日，重庆高新区梁滩河
2017 年综合整治工程全面完
工，经检测，河水水质达标。重
庆高新区通过实施梁滩河河道
清淤、修复污水管网、整治污染
源、建设生态湿地等工程，使梁
滩河水质得到大幅改善。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
国”。重庆高新区以梁滩河治理
工程为切入口，加快水污染防
治，努力践行党的十九大精神，
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

村民记忆中那条清澈
见底的河回来了

梁滩河是主城区最主要的
次级河流之一，其综合整治工程
2017年被列为中央环保督察的
重点项目，也是2017年九龙坡
区民生实事之一。

根据中央环保督察有关要
求，在九龙坡区委、区政府和重
庆高新区管委会统筹安排下，重
庆高新区开发投资集团负责实
施梁滩河综合整治工程。重庆
高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关负责
人介绍，梁滩河综合整治工程项
目位于重庆高新区西区，南起花
都溪、清水河交汇处，北至白含
污水处理厂，含河道和两侧绿
地，总长约11公里，实施总面积
约86公顷（其中水体面积28公
顷），水污染治理标准为地表水
V类。

由于项目时间紧、任务重，
为保障年度任务顺利实现，重
庆高新区开发投资集团要求各
设计、勘察、施工单位合理压缩
工期，倒排任务计划，组织所有
参建方分工协作，抢抓进度，高
质量、高标准、高效率完成任
务。

2017 年 12月 20日，梁滩
河2017年综合整治工程全面完
工，包含梁滩河、宋家沟现状截
污干管疏浚及修复；新建梁滩河
生活及工业截污主干管；湿地土
石方、结构施工、水质净化池植
物栽植等，现已进入试运行阶
段；完成了梁滩河、钟家沟清淤，
梁滩河、钟家沟、宋家沟排口截
污等工程，实现梁滩河水质达地
表水V类标准。

对于在九龙坡区含谷镇宝
洪村生活了近80年的林文新来
说，再次见到梁滩河水变清澈，
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我们小时候这河里的水清
澈见底，可以直接喝。后来不知
怎么就发黑发臭了。”林文新回
忆，上世纪50年代，他们家还曾
把河水作为饮用水使用。

“现在河水终于变清了，好
安逸哟！”看着曾经发黑恶臭的
河水变得清澈见底，顺着湿地河
道再次流进梁滩河，林文新不禁

发出感叹。
重庆高新区开发投资集团

负责人介绍，梁滩河综合整治工
程还未结束，他们的目标是，在
2018年保持水质稳定达标；加
速推进梁滩河流域综合整治工
作；远期实施梁滩河全段河道景
观建设工程后，将有效串联花都
溪、天赐温泉、花房子湿地公园
等城市公园、绿地、廊道，真正成
为重庆水系整治及生态环保示
范区，成为重庆高新区西区的城
市绿肺。

三块生态湿地，既能
净水又有颜值

走在如今的重庆高新区高
腾大道与高翔大道之间，处处均
是热火朝天的施工场景，这不是
在建高楼大厦，而是为着一项惠
及无数百姓的生态工程——两
条大道所处的工业用地正好位
于梁滩河上游，如今建起四块生
态湿地，不仅能处理净化梁滩河
水，还能深度处理白含污水处理
厂尾水。

重庆高新区开发投资集团
负责人介绍，这些湿地通过生
物转盘、净水植物、沸石、生物
陶粒等全新工艺，能同时处理
净化大约4万吨河水，还能一
并美化环境，将成为水环境治
理的典范。

新建含谷工业污水处理厂
为含谷片区安上“绿色心脏”

2017 年 12月 10日，含谷
工业污水处理厂正式建成试运
行，目前处理后的工业废水能达
到工业污水一级 A 标排放标
准。污水处理厂的在线监测也
正式接入环保局监测平台，能清
楚地见到各项处理数据。同时，
在处理厂的总控室，项目所有运
行参数能实现实时监控和处理
调控。

据了解，含谷工业污水处理
厂项目总投资约9000万元，日
处理能力达2000吨，远期规划
日处理3000吨工业废水，能满
足含谷片区工业污水处理。

高质量、高速度的污水处理
厂，将实现重庆高新区西区工业
污水零排放，既能消减COD及
氨氮排放的总量，还可收集重庆
高新区西区入驻企业的工业废
水，将大大改善重庆高新区西区
周边水资源环境，以及含谷片区
的环境面貌、生态环境。

同时，项目的建设不仅完善
了招商引资的基础设施，实现了
城市多样化发展，同时也改变了
含谷区域一直无专业的工业污
水处理厂的面貌，为该区域绿
色、生态发展安上了一颗强劲的

“绿色心脏”。
（张莎）

河道清淤 修复管网 整治污染 建设湿地

高新区梁滩河水质大幅度提升

江北区再添一东西向城市主通道

万兴路隧道昨日通车

刚刚通车的万兴路隧道和金源路下穿道立交示意图。 （江北区供图）

扫一扫 就看到
2018年主城区公共

停车场建设计划表

扫一扫 就看到
2018—2019 年主城

区人行步道建设计划表

●连接华新街到鸿恩寺片区
●有效分流北滨路车辆

今明两年主城区
拟新增公共停车位4万多个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亦
筑）1月1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
市科委获悉，科技部近日公布了
2017年度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和2017年度国家备案众创空
间名单，我市2家孵化器和11
家众创空间成功晋级“国家队”。

作为推动创新创业的服务
平台，科技企业孵化器和众创空
间为创业者提供零成本的创业
环境，还通过物理的空间和相对
完备的孵化服务体系，让创新种
子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此次晋级的包括重庆感知
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重庆赛伯

乐科技有限公司2家孵化器，以
及清研理工创业谷、漫调e空间
等11家众创空间。至此，我市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总数达
到17家，国家备案众创空间总
数达到44家。

据悉，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可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比如，
对符合条件的孵化器自用以及
无偿或通过出租等方式提供给
孵化企业使用的房产、土地，免
征房产税和城镇土地使用税；对
孵化器向孵化企业出租场地、房
屋以及提供孵化服务的收入，免
征增值税等。

重庆2家孵化器和11家众创空间
晋级“国家队”

本报讯 （记者 夏元）支
付宝“集五福”拿红包，不少市民
都玩过，而为它提供项目服务
的，是一家重庆网络企业。1月
10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经信
委获悉，日前，在中科院和中国
社科院等单位举行的中国经济互
联网论坛上，重庆博拉网络获评
为2017年度中国“互联网+”行业
最具影响力企业，作为渝企代表
跻身国内互联网行业第一梯队。

作为重庆本土互联网企业，
落户两江新区互联网产业园的
博拉网络，是“互联网+”全程解
决方案提供商，即通过互联网技
术和服务，帮助企业实现与互联
网的接轨和转型。比如，在为支
付宝“集五福”提供的服务中，博
拉网络主要提供数字营销和互
联网信息监测，包括活动营销创

意和线上互动、H5页面技术开
发等。

“博拉网络基于自主研发的
数字商业大数据云服务平台，为
企业提供数字营销、电子商务等

‘互联网+’服务。”博拉网络负
责人表示，该企业以重庆为技术
研发中心，在北京、上海等国内
10多个城市设立服务机构，先
后为长安福特、家乐福等300多
家企业提供互联网配套服务。

市经信委有关人士表示，目
前全市正在培育两江新区互联
网产业园、仙桃数据谷等9个

“互联网+”产业基地，将围绕
“互联网+”领域形成专业化分
工、上下游协作的产业链，通过
壮大一批互联网企业，帮助实体
经济企业实现“互联网+”转型
升级。

用“互联网+”服务实体经济

渝企跻身国内互联网行业第一梯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