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拓展对外开放 建设国际交往窗口区

十八梯街巷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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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25 日，历
时 3 年多的打造，
渝中区戴家巷崖壁
步道建成开放。这
条步道修好后，居
民、游客从滨江路
快速到达解放碑，
既能分散旁边洪崖
洞的人流，又能美
化环境。

这是渝中区推
进城市有机更新的
缩影。

“ 十 四 五 ”时
期，渝中区将进一
步升级改造老旧区
域，提升城市整体
形象与质量，营造
高品质生活，建设
美好城市示范区，
让市民安居乐业。

渝中区将优先
实施重要场所、产
业平台、景区景点、
轨道交通、配套薄
弱等区域及周边更
新改造，优化基本
生活和公共服务功
能。

针对老旧小区改造，渝中区
将通过“消隐患、提环境、补功
能、留记忆、强管理”，进一步减
少建筑容量，完善停车、出行、
休闲、养老、托幼、医疗及社区
服务中心等功能，确保应改尽
改、能改早改。

“作为老城区，渝中区的
城市规划相对较早。‘十四五’
时期，我们会加强城区基础设
施建设，畅通内外交通补短
板，推进新型基础设施整体布
局，提高城市承载能力。”渝中
区相关负责人说。

在城市管理上，渝中区将深
入落实“大城细管、大城智管、
大城众管”，深化做实“五长制”

“门前三包”，常态化开展“马路
办公”，做好环境卫生、市政设
施、街面秩序、城市景观等日常
管护。

渝中区还将在“十四五”
时期持续提升公共服务质量
和水平，完善共建共治共享
的社会治理制度。比如，多
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千方百计稳定和扩大就业、
多渠道灵活就业和新职业的
保障制度。

教育方面，渝中区将利用好
丰富的教育资源，推进科教兴
区和人才强区，积极创建国家
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区，打
造全国一流基础教育强区。

健康方面，渝中区将全面加
强卫生健康体系建设，织牢公
共卫生防护网，为人民群众提
供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深
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全
民养成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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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中区有良好的现代服务
业的承载平台——

位于主城核心，地理位置
优越；国际交往活跃、基础设施
完善、公共服务优质；市场化、
法治化和内陆开放程度位居西
部前列；服务业已具规模，仅解
放碑中央商务区，商务面积就
接近600万平方米……

基于此，渝中区坚定了现
代服务业发展方向，围绕打造
重庆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示范
区，发展现代金融、现代商贸、
文化旅游、专业服务、数字经
济、大健康六大产业。

金融方面，渝中区将提升

金融发展能级，加速发展绿色
金融、金融科技、金融租赁等金
融新业态。“‘十四五’时期，渝
中区将积极建设西部金融中心
主承载区，确保金融发展规模
保持全市领先。”渝中区相关负
责人表示。

围绕全市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渝中区将依托解放碑、
大坪等商圈，推动商贸业提质
升级。比如，集聚国际知名品
牌和时尚潮牌，加速发展首店、
首牌、首秀、首发“四首”经济，
加快建设保税延展区、免税展
示中心、离境退税店、跨境电商
线下体验店等。

作为全市旅游大区，渝中
区将在“十四五”提档升级国家
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一批“母
城文化游”“山水都市游”“商务
商贸游”“红色文化游”等旅游
品牌，力促人气变商气、流量变
产量。

专业服务业是渝中区的优
势。“十四五”时期，渝中区将突
出价值链高端发展导向和融合
发展趋势，加速发展以会计、法
律、人力资源、咨询管理等为重
点的专业服务业，打造区域性
高端专业服务中心。

围绕产业数字化、数字产
业化发展方向，渝中区将持续

壮大数字经济，促进区块链、工
业互联网、软件信息、数字内容
等产业快速发展。

渝中区拥有丰富的医疗资

源，“十四五”时期，渝中区将加
快环重医创新生态圈建设，争创
西部医学中心核心极，大力培育
大健康产业，抢占发展先机。

这段日子，渝中区较场口
转盘区域总有不少人眺望“下
方”建筑。那是即将开放的“十
八梯”，也是重庆市民记忆中的
区域。经过提档升级，“十八
梯”将在“十四五”开局之年，重
新对外开放。

“渝中区是重庆‘母城’，承
载了重庆的历史，我们要利用
好这一点，将其历史文化底蕴
挖掘出来。”渝中区相关负责人
说，“十四五”时期，渝中区将基
本建成下半城历史文化风貌
带，让渝中成为集中展示古巴
渝、老山城、新重庆魅力的核心
地标。

比如，渝中区将突出文脉

传承、风貌保护、功能提升、产
业发展，挖掘城市历史文化价
值，加速打造鲁祖庙等传统风
貌区和三层马路等山城老街
区。

打造过程中，一方面，渝中
区将深挖文化底蕴，展示地域
文化特色，挖掘历史事件、著名
人物故事、风土民俗等，讲好文
化故事，打造各具特色的文化
品牌。

依托传统风貌区、山城
老街区，渝中区将植入更多
文化体验、旅游休闲等功能，
策划一批精品旅游线路和产
品，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
展。

另一方面，渝中区将加强
对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利用，
对革命文物、抗战文物、城墙遗
址、石窟石刻、优秀建筑等资源
进行保护修缮，让城市底蕴更
浓。

在此基础上，渝中区将整
合文物分散产权，统筹文物管
理运营，加大文物开放力度，按
照“一楼一策”方式，分类分布
促进母城历史文化资源合理利
用。

渝中区将加强红岩村、曾
家岩、虎头岩“红色三岩”保护
提升，打造红岩公园，建设重庆
革命军事馆，传承红色基因，弘
扬红岩精神。

1月28日，白俄罗斯驻重
庆总领事馆在渝中区正式开
馆，该领事馆领区范围包括重
庆、四川、甘肃、陕西与湖北。

这是白俄罗斯继上海、广

州后在中国设立的第三家总领
事馆。白俄罗斯是第十二个在
重庆设立总领事馆的国家，重
庆对外合作交流又迈出新的步
伐。

渝中区是重庆领事馆“集
中地”和开放窗口。“十四五”时
期，渝中区将全面融入共建“一
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坚
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

深层次对外开放。
“‘十四五’时期，我们将加

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沟通
交流，吸引已在华东（上海）或
华南（广州）设立总领事馆，但

尚未在西部落位领区的国家在
渝中设立领事机构。”渝中区相
关负责人说。同时，渝中区还
将推动与欧盟、非洲、东南亚等
地区城市缔结友好城市，拓展
国际交往。力争到2022年，与
渝中区缔结友好城市/友好交
流城市达到5个城市。

国际交流不仅是人文，更
应该有经贸。对此，渝中区将
在“十四五”时期构建高层次开
放型经济体系，为国际交往增
强动力。

比如，利用好自贸试验区
和中新互联互通示范项目两大
开放平台，争取更多开放措施、
开放项目在渝中区试点先行；
深化与东南亚、日韩、欧美等地
的商务往来和经贸合作，推动
促成更多世界500强企业在渝
中区设立代表处或办事机构。

此外，渝中区还将对接
世界银行营商环境评价指标
体系，在国际规则的框架下
开展国际交往活动。争取到
2022 年，每年在渝中区举办
的各类国际会议论坛活动超
过30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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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解

放碑、大坪两大商

圈成为市民消费、

游玩的主要选择

地——节日期间，

渝中区31家大中

型商场、购物中心

等商业体实现销

售总额 23421.18

万元，较去年同期

的 8526.95 万 元

增长174.7%。

成绩来之不

易。去年全球暴

发新冠肺炎疫情，

渝中区的商贸业

受到严重影响。

今年春节，两大商

圈的表现是渝中

区克服疫情影响，

积极恢复经济建

设和城市发展的

体现，也给未来打

下基础。

“‘十四五’，

我们要发挥自己

的优势，积极打造

现代服务业引领

区、历史文化展示

区、国际交往窗口

区、美好城市示范

区。”渝中区相关

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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