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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8月15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简称市
规划自然资源局）获悉，重庆已在全国率先实现
省级多源多尺度实景三维模型全覆盖。该模型
以国土空间规划为基础，集成各类专项规划空
间使用图层，形成全域、全要素、全口径的“一张
底图”，实现了工程建设项目“一张蓝图”上生
成、“一个平台”上审批。截至7月31日，全市
生成项目共计395个。

根据《重庆市机构改革方案》，整合原市规划
局的职责、原市国土房管局的国土资源管理职
责，以及市发改委、市水利局、市农委、市林业局
等部门的相关职责，组建成立了重庆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并于2018年10月23日挂牌运行。

根据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三定”规
定，其主要职能涵盖了所有国土空间规划和自
然资源管理的职责，为在我市落实党中央关于

“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
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
护修复职责，实现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
统修复、综合治理”决策部署提供了组织架构
上的保障。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办公地点位于重
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龙山大道339号，设置办
公室、综合处、政策法规处、自然资源调查监测
处、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处、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
处等处室。

目前，该局已开通官方微信公众号“重庆规
划自然资源”（微信号：CQGHZRZY），及重庆市
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官方网站（ghzrzyj.cq.gov.cn)。

● 土地管理方面：
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核发、租赁、作价

出资（入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供应审查、
划拨建设用地使用权按原用途补办出让手
续审查、建设用地改变用途审核、乡（镇）村
企业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审批、土地复垦方案
审查等。

● 矿产资源管理方面：
勘查矿产资源审批、开采矿产资源审批、

建设项目压覆重要矿产资源审批、对矿产资
源储量动态进行监督管理等。

● 地质勘查和地质管理工作方面：
地质灾害防治单位资质（乙丙级）审批、

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审查认定、专项地质灾
害治理工程勘查与设计审批、专项地质灾害

治理工程勘查与设计审批、地质勘查单位地
质勘查活动监督检查、地质灾害预警、预报信
息发布等。

● 国土空间规划管理工作方面：
建设用地（含临时用地）规划许可证核

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核发、城乡规划编制
单位资质认定、建设工程规划条件核实合格
证核发、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规划总平面
图审查、对在城市、镇规划区规划建设用地范
围内修建性详细规划的审查、历史建筑实施
原址保护审批、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核
心保护范围内拆除历史建筑以外的建筑物、
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审批、历史建筑外部修
缮装饰、添加设施以及改变历史建筑的结构
或者使用性质审批、历史建筑异地保护或者
拆除审批等。

● 测绘地理信息管理方面：
从事测绘活动的单位测绘资质审批、测

绘作业证核发、对外提供属于国家秘密的测
绘成果审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需要利用属
于国家秘密的基础测绘成果审批、注册测绘
师资格的注册审查、地理国情信息服务、全球
卫星定位服务系统服务等。

● 自然资源和不动产统一确权登记工
作方面：

集体土地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
地使用权、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森
林、林木所有权、林地、草原等土地承包经营
权、地役权、抵押权等不动产权利登记，在各
区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

另：涉及工程建设项目领域的事项，如建
设用地预审、土地使用权出让审批、土地使用
权划拨审批等统一在住建委行政审批服务大
厅统一受理。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主要办理事项

重庆实现省级多源多尺度实景三维模型全覆盖

工程建设项目可在“一张蓝图”上生成

更多详细内容

扫一扫
就看到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肩负着统一行使全民
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

8月15日，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局长董建
国接受重庆日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该局成立以
来，聚焦“两个统一行使”核心职责，强化“三大
攻坚战”“八项行动计划”空间要素保障，以科
学规划引领自然资源保护利用，以自然资源管
理推动规划落地见效。

优化国土空间规划布局

重庆日报：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组建成立
后，在空间布局方面如何助力重庆高质量发
展？

董建国：我们坚持从全局谋划一域、以一
域服务全局，立足区位、生态、产业、体制“四个
优势”，加快编制完善《重庆市国土空间规划
（2020—2035）》，深化“一圈两群”、成渝城市
群一体化发展研究，优化生产、生活、生态空间
格局。

坚持做好重大专项规划。按照“长江风景
眼、重庆生态岛”定位，编制广阳岛片区规划。
制定主城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统筹规划、

“四山”保护提升实施方案、历史文化保护传承
规划和实施方案，推进科学城概念规划、综合
交通体系、轨道交通线网、市政基础设施等重
大专题研究及专项规划编制。

此外，我们持续推进“多规合一”，实现工
程项目“一张蓝图”上生成、“一个平台”上审

批，规划穿透性、执行力有效增强。

提高资源配置质量效益

重庆日报：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在保障服务
“三大攻坚战”“八项行动计划”方面做了哪些
工作？

董建国：我们紧盯“高质量、供给侧、智能
化”，突出助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有保有压
配置资源，让宝贵的土地、矿产资源发挥出最
大效益。

大力支持实体经济，强化“工业跃升”用地
保障，编制工业用地规划导则，开展园区绩效
评估，对智能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开放型经济用地予以倾斜，引导产业转
型升级。深入走访民营企业，解决企业用地、
办证等一批历史遗留问题。加强页岩气等特
色效益矿种勘查开发，能源保障能力进一步增
强。

加强土地出让规划引领，构建综合配套成
熟度评价体系，优化供地规模、结构、时序，强
化土地供后监管，出让地块品质提高，新出让
住宅用地平均容积率明显下降。

履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

重庆日报：在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
方面，市规划自然资源局采取了哪些措施？

董建国：我们坚决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
大开发”方针，强化“上游意识”，担起“上游责
任”，一方面，我们强化自然生态源头保护，扎实
开展第三次国土调查，加快摸清自然资源底数。
做好全地类空间管控，严守耕地保护红线，抓好
江心生态岛链保护，扎实推进缙云山、石磨溪等
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加强督察执法，坚决遏制、
消除保护区内破坏生态环境的违法建设行为。

另一方面，我们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
压倒性位置，开展国家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
修复工程试点，加快长江及支流两岸废弃露天
矿山环境治理恢复，试点废弃矿坑消纳建筑弃
土，探索历史遗留废弃矿山指标交易，促进山
青、水秀、林美、田良、湖净、草绿。

积极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重庆日报：围绕城市提升和乡村振兴两大
基本面，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在推动城乡融合发

展方面做了哪些工作？
董建国：我们统筹布局城乡资源要素，增

强空间合理性、风貌整体性、文脉延续性，打造
精致城镇、大美乡村，让人们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

乡村振兴方面，强化乡村支持。加强村规
划编制实施，积极开展规划师下乡，提升乡村
规划设计水平。大力保障易地扶贫搬迁用地，
引导社会主体共同发展巴渝民宿，综合运用地
票、农村产权交易等政策，促进生态保护与脱
贫攻坚双赢。专项安排乡村振兴专项用地指
标，支持农业农村发展。

同时，我们全面服务城市提升，统筹“山
水、人文、城市、乡村”一体，坚持产、城、景“三
融合”，把好山好水好风光融入城市规划建设、
历史文化元素融入城市街区。加强建筑高度、
密度、形态、色彩和天际线、山脊线、水岸线管
控，控制建设项目与山体、水体、公园、绿地等
公共资源的间距。打造便民休闲的边角公园、
绿化美化的城市边坡、清水绿岸的江边风貌、
郁郁葱葱的山边美景，规划建设一批山城步道
品牌，构建贯通、开放的共享空间。

绘好空间蓝图 优化资源配置
——访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局长董建国

本报记者 申晓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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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好消息！为缓
解拥堵，每日早高峰7点半至9点，G75兰海
高速渝武段北环至礼嘉路段长7公里的应急
车道向社会开放。这意味着，早高峰时，驾驶
员可以限时在该应急车道行驶。

据介绍，渝武高速北环至礼嘉路段，每日
早高峰车流量最高达5万辆次左右，拥堵时
长达1个半小时甚至更长。

“应急车道开放后，这7公里路段会更畅
通一些，预计最多不超过20分钟车辆就可通
过。”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一支队
四大队相关人士称。

此次开放的只是出城方向路段，进城方
向礼嘉至北环路段应急车道并没有开放。

渝武高速北环至礼嘉
应急车道向社会开放
每日早高峰7点半至9点可通行

本 报 讯 （记 者
汤艳娟 实习生 吴志
杰）8月15日，重庆日报
记者从2019年全市信
息进村入户工程现场培
训工作会获悉，到今年
底，我市信息进村入户
工程——益农信息社将
覆盖全市所有行政村。

信息进村入户，是
“互联网+”现代农业在
农村落地的一项基础性
工程，也是实施乡村振
兴战略和数字乡村建设
的重要举措。信息进村
入户，就是要充分发挥
互联网的高效便捷和优
化集成作用，通过位于
每个村的益农信息社，
推动信息化的成果与农
业生产、农民生活、农村
发展全面深度融合。

自2018年启动实
施信息进村入户工程以
来，我市布局建设的益
农信息社就承担了“公
益、便民、电商、培训”四
大服务，汇集教育、医
疗、就业等部门信息，集
聚了电商、金融、快递等
社会资源，一站式“打
包”，实现“村民不出村，
便能办成事”“进一家
门，办百样事”。

在运营方面，我市
积极探索创新“政府+
运营商+服务商”的市
场化运营机制，于2018
年遴选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重庆有限公司为我市
进村入户工程运营商，
首批7家市级服务商也
已完成遴选。目前，市
农业农村委与重庆移动
联合打造线上服务平
台，已建成重庆市信息
进村入户综合服务平台
及“渝益农”App，满足政府部门、村级信息
员和农民、市民等不同群体服务需求。

如今，小小的益农信息社大大地缩短了
城乡之间的距离。村民也能像城里人一样在
家门口收发快递、缴纳水电气费，甚至把农产
品卖到全国各地，真正实现普通农户不出村、
新型经营主体不出户就可享受便捷高效的信
息服务。

截至目前，我市共建成8317个益农信息
社，组织集中活动600余场，累计培训人员4
万人次，提供公益便民服务超过15万次，带
动贫困区县农产品销售1100余万元。下一
步，我市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的工作重心将转
向益农信息社的运营中来，将服务延伸到村、
将信息精准到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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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悠悠，一切美好都散发着繁
茂活力。在南海之滨，一个备受瞩目
的海岸度假胜地崭露头角——鼎龙
湾国际海洋度假区，一座总投资数百
亿元，占地25000亩，拥有约16公里
海岸线的世界滨海欢乐王国。

精彩无限 乐趣无边

鼎龙湾国际海洋度假区在经历
了十多年的匠心雕琢后，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占地500亩的鼎龙湾·德
萨斯水世界主题公园，自开业以来高
峰期每日迎来上万名游客。

除了超刺激的水上游乐项目，鼎
龙湾还正式开放了沙滩俱乐部，提供
全面的海陆空探险运动项目：摩托
艇、水上沙发、香蕉船、飞鱼、拖伞、快
艇观光等。除此之外，景区内还有情
人沙滩风情街、德萨斯牛仔小镇唐人
街、浪漫的海之角、绵延8公里的“有
氧”绿道、见证幸福的婚礼广场、孩子
最爱的龙虾广场、粤西文化的代表石
狗广场……这里中西文化完美交融、
舌尖美味层出不穷、休闲娱乐轰趴应
有尽有，一次玩过瘾！

足不出户 饱览美景

为了满足人们对欢乐王国的向
往，鼎龙湾国际海洋度假区规划打造3
座主题公园，除了已正式营运的鼎龙
湾·德萨斯水世界，还规划有约3000
亩的海洋王国主题公园、近万亩的野
生动物王国主题公园、15家国际知名
品牌的星级酒店王国和数万平方米海
洋温泉。未来，在鼎龙湾国际海洋度
假区，足不出户即可实现走遍世界的

游乐梦想，饱览世界各色风景。

盛夏之旅 亲海体验

迄今为止，鼎龙湾已成为全国数万
名业主的选择，成为全国近200个城市
人民的“第二故乡”，其中更受重庆、成
都、太原、长沙、西安粉丝的热捧。

为了更好地为全球旅居客户多方
位、多角度了解“文旅+”“康养+”的理
念，带来最直接的亲海体验，鼎龙集团率

先扛起海洋文旅大旗，创新性地在全国
数十个一、二线城市开放海居生活体验
馆，引领全国海洋文旅亲海模式体验，其
中，贵阳、武汉、成都、重庆、长沙、西安、
哈尔滨等市已开放，未来将继续在全国
多个核心城市落地，逐步深化全国布局。

亲爱的鼎龙湾业主们，这个夏
日，抛弃城市的喧嚣与枯燥，带上家
人和朋友，回到鼎龙湾国际海洋度假
区开启一场酣畅淋漓的盛夏之旅吧！

张婷婷 图片由鼎龙湾项目提供

鼎龙湾的业主们，回家度假啦！
为了回馈全国各地业主

的信赖，即日起至 2019 年 10
月 10 日，只要是鼎龙湾已签
约业主，可免费享受鼎龙湾
国际海洋度假区为你准备的
专享福利：

1.每户业主可免费住宿9
间海景房（需提前7天报名预
约，可住3晚，每晚3间房）。

2. 8人鼎龙湾·德萨斯水

世界门票（领取人须为已签约
业主本人，并需携带购房合
同、楼款发票或楼款发票复印
件，到销售中心现场领取）。

如 有 疑 问 ，请 您 拨 打
023-68685757 咨询，或可到
重庆展销中心现场咨询，地
址：重庆市江北区寰宇天下文
星门街 31 号海居生活体验
馆。

实景图

项目鸟瞰实景图

（资料来源：市规划自然资源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