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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报 讯 （记 者 王 天
翊）重庆日报记者 9 月 28 日
获悉，为方便新能源汽车国
庆期间出行，重庆高速集团
将在路网增设44个移动充电
桩，届时，全市高速公路充电
设备将达到600台，可满足日
均 1.2 万辆新能源汽车补能
需求。

据了解，全市高速公路共
投用168处服务区，其中137
处设置了充电站，覆盖率超过
80%。为弥补部分服务区充电
设备数量不足，重庆高速集团
资产公司决定近期陆续投放
44个移动充电桩至充电需求
较大的服务区，目前已完成投
放27个。

记者在全市新能源汽车
充电量最大的渝蓉高速围龙
服务区看到，4个移动直流充
电桩已经投用，单个功率达
60千瓦，普通新能源车仅需
30分钟就能将电量从30%充
至80%。

为提高部分车流量较少服
务区的充电桩使用效率，国网
电动公司还将在国庆假期利用
大数据智能化手段，每2小时
更新不同路段周边服务区充电
桩使用情况，并发布至相应路
段的电子公示栏，让驾乘人员
知晓信息，合理选择充电地点；
在服务区充电站，还将有工作
人员指引车辆前往附近的高速
公路充电站和城市充电站错峰
充电。

据悉，从 9月中旬开始，
重庆高速集团资产公司和国
网电动公司已经对137处充电
站的全部556个固定充电桩进
行了全面维护检修。目前，全
市高速公路服务区所有充电站
设备均已实现正常运行，并借
助订单分析、人工巡护等手
段，实现了对充电桩故障的及
时监测。此外，国庆假期，还
将有多个维修专班在绕城、成
渝、包茂等车流量较大的高速
路段待命。

本报讯 （记者 周松）国
庆长假即将到来，为进一步优
化全市旅游秩序，营造文明旅
游氛围，展现重庆良好形象，市
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联合市城
市管理局、市交通局、市商务
委、市文化旅游委组成六个暗
访组，于9月21日至26日开展

“文明在行动·满意在重庆”专
项暗访，对中心城区的热门景
点、商业大街、宾馆酒店等进行
了分片检查。

记者随暗访组看到，为了
迎接国庆佳节，有的商圈、街道

等早早挂起了红旗、灯笼，鲜艳
的五星红旗衬托着蓝天白云，
把现场装扮得格外喜庆。有的
地方摆起了花篮，美丽的节日
花篮引得市民纷纷打卡拍照留
念。

此外，我市的不少商圈和
景点还围绕提升服务质量、优
化旅游环境、强化文明引导等
方面采取有力措施，全力迎接
国庆长假旅游高峰。随着节
日临近，广大志愿者的身影也
活跃在大街小巷，旅游热度和
文明氛围正在逐渐提升。

我市开展“文明在行动·满意在重庆”
迎接国庆专项暗访

重庆高速公路增设44个移动充电桩
总数增至600个，可满足日均1.2万辆新能源

汽车补能需求

曾经杂物堆积的房前屋后，如今干
净又整洁；曾经破乱不堪的农家庭院，
如今花草树木精心装点。清除垃圾，铲
除积垢，栽树种花，改水改厕，农房改造
……随着农村全域人居环境整治的持
续推进，如今的江北，乡韵悠悠，村风融
融，如诗如画。

近年来，江北区把率先推进全域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的重要内容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第一场硬仗，着力改善农村面貌、建立
健全长效管护机制，全面提升辖区各村
镇的颜值，绘就了一幅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的靓丽乡村新图景。

打好“底色”
全面治理让村容村貌整体跃升

今年5月，江北区复盛镇最后一户
居民刘万芬搬进了改造完工的新房，为
复盛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画上了圆满
的句号。

“刘万芬家情况比较特殊，在改造前
期便发现存在户籍和房屋不匹配的情
况。我们本着不漏一人一户的原则，积极
与村民进行沟通，讲解相应政策。如今她
家顺利完成了房屋产权的认定，住进了改
造后的新房。”复盛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刘万芬住进新房只是江北区全域推
进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的一个缩影。在五
宝镇陈家湾，改造后的农房白墙黑瓦；在
鱼嘴镇井池村，秀丽的院落鳞次栉比
……多点开花的改造升级也折射出江北
区推动全域人居环境整治的匠心独运。

据了解，江北区围绕建成“山清水
秀美丽之地”的目标，已经投入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资金近2亿元，从“五沿”

“五清”沿线到全域整治，合力共推，以
“村为单位、户为单元”开展危旧房及农
房风貌改造，让村民从“忧居”到“安
居”、从“旧居”到“美居”。

目前，江北区已完成农房改造
1800余栋，建成鱼嘴镇井池村、复盛镇
华山村、五宝镇陈家湾、王家湾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示范片，农村环境发生翻天
覆地的变化，基本实现全区所有农村房
屋应改尽改、愿改尽改、能改尽改。

擦亮“成色”
探索农村厕所革命“江北模式”

家居碧水青山畔，人在春风和气

中。如今，江北区五宝镇王家湾村民王
怀路由衷地感叹生活越来越好。

“不仅村里环境更美了，生活也更
加便利。”他说，出了家门，清澈的河流、
干净的街道，进了庭院，鲜花盛开，蔬菜
满园，自来水畅，“尤其是新建的厕所，
干净又安全，用起来格外舒心。”

打好美丽乡村“底色”，更好擦亮美
丽“成色”。农村厕所革命、农村生活垃

圾治理、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等也在扎实
推进。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丽宜居
乡村，事关广大农民根本福祉，事关农
村社会文明和谐。近年来，江北区始终
把改厕工作当作重大的民生工程，坚持
质量优先、优化模式、因地制宜地大力
推进“厕所革命”，对改造的农村厕所全
部进行无害化处理。目前，全区农村厕

所无害化率达到90%以上，所有化粪
池容量等建设标准均高于市级要求。

厕所要改，污水也要治理。
为此，江北区因地制宜在农户相对

集中居住区均全部采取农村生活污水
集中处置方式，新建或改造农村生活污
水处理设施5处，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覆
盖率85%以上。同时，江北区持续开展

“三清一洁一改”行动，组建“户投、组
清、村集、镇转、区运”的垃圾治理模式，
率先实现“城乡一体化”农村垃圾收运
模式，通过强化保洁、规范清运、分级监
督等措施，垃圾治理率达到100%。

增添“亮色”
助力实现“美丽乡村”蝶变

推窗见绿、抬头赏景、起步闻香，已
是江北区乡村美丽风景的真实写照，真
正地实现了望得见山、看得到水、记得
住乡愁，让美丽家园更富魅力、更有温
度。

今年，江北区完成30公里农村公
路“白改黑”工程，正在推进实施19.7

公里农村公路建设，当地群众出行更加
便利。鱼嘴镇井池村、五宝镇马井村，
彩色沥青路面在绿水青山间蜿蜒，带领
村民奔向灿烂的明天。

近年来，江北区大力推进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美丽宜居乡村建设取得新进
展。小组团、微景观、生态化、有特色，
正成为江北农村人居环境的代名词，助
力“美丽乡村”实现蝶变。

“现在我们村里环境变好了，来村
里周末游的人也多了，家里的农家乐生
意越来越好！”返乡创业的五宝镇马井
村村民赵凤欣喜地说。随着农村人居
环境整治提升的持续推进，村镇面貌变
得更美更靓，成为主城区市民周末玩耍
的新去处。

“进一步提升乡村基础设施，率先
推进全域整治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内外
兼修，实现乡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早
日实现乡村全面振兴，是我们的目标与
追求，”江北区农业农村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虽然江北区一共只有10个村庄，
但目前已成功创建“重庆市宜居村庄”7
个、“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美丽巴蜀宜
居乡村先导村”4个。一幅壮美画卷正
在江北这座依山傍水、绿荫环绕的美丽
之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贺娜 姚兰

乡村秀美 百姓和乐

江北 率先推进全域人居环境整治 为乡村全面振兴“添颜增色”

改造后的复盛镇华山村乡村美景 摄/李显彦

□本报记者 陈维灯

在永川，有一条河，孕育、滋养着城市
根脉，绵延不绝。

它就是临江河，全长100公里，是长江
一级支流，其中永川段88公里，流域面积
655平方公里，承载着流域内75万名永川
人饮用水以及25812公顷土地农用水保障
功能。

临江河曾经清波浩淼，有着“三河汇碧
载千秋，海棠香国自芳流”的盛况。然而，随
着城市的扩张，两岸生产生活污水无序排
放，临江河污染渐次加深，水体变黑变臭。

近年来，永川以“背水一战”的决心和
勇气，将临江河流域综合治理作为“一号民
生工程”，打响了综合治理攻坚战。

如今，临江河水质由劣V类提升至Ⅲ
类，2020年还被评为我市“最美河流”。

今年4月，水利部在重庆等7个河湖长
制工作获国务院督查激励的省市开展幸福
河湖建设，永川临江河成为西南地区唯一
入选水利部首批“幸福河湖”建设项目。

那么，什么是幸福河湖，永川又将如何
进行幸福河湖建设呢？

“没有统一标准，摸着石头过河”

“幸福河湖建设没有现成的模板可借
鉴，也没有统一的标准，我们也是摸着石头
过河。”永川区水利局副局长周宝佳介绍，
全国首批幸福河湖建设项目除临江河外，
还有江苏如皋市焦港河、浙江衢州市灵山
港等6个河湖，“我们相互借鉴并结合自身
实际，确定了临江河幸福河湖建设的目标
和具体任务”。

“幸福河就是造福人民的河。”周宝佳
表示，幸福河是守护永川河湖安澜、人民安
宁的“安全”河流；是保障永川人民生产生
活供水用水、水质达标的“洁净”河流；是彰
显永川绿水青山、宜居宜赏生态环境的“秀
美”河流；是水与“人、城、产”高度融合、助
力永川城乡高质量发展的“造福”河流；是
凸显临江河文化底蕴、促进永川人民精神
愉悦的“文化”河流；是以数字赋能为引领
的“智慧”河流。

为此，永川将从水安全、水资源、水生

态环境、水文化等方面推进临江河建设全
国幸福河湖。

水安全方面，将以中小型水库和城区
防洪为重点，完善水文监测站网，提高监测
预报和水旱灾害综合防治能力。

水资源方面，将建立取、用水监测体
系，优化水资源调配方案，做到合理分水、
科学调水。

水生态环境方面，将实施6公里河道
的水生态修复，开展生态流量监管和水域
岸线空间管控与保护，增强河岸立体空间
结构感，丰富多彩的自然风光，提升河道生
态承载能力。

水文化方面，将充分挖掘和弘扬临江
河水文化，因地制宜打造梳妆台文化、农耕
文化、乡愁文化、渡槽文化、三河汇碧文化和
5个重要节点，讲好水故事，打造特色水文化
旅游品牌，助力流域发展，造福人民群众。

建设紧锣密鼓，临江河迎来巨变

秋风吹来一场秋雨，在干涸的石梁湖
湖底积成小水洼，几只白鹭徜徉在水边的
青草滩，怡然自得。

石梁湖，是临江河支流跳蹬河上的一
座人工湖。

“石梁湖城景融合发展综合体项目是
临江河幸福河湖建设的一部分，将以茶山
为背景、石梁湖为载体，布置八大项目。”石
梁湖城景融合发展综合体项目现场设计负
责人介绍，项目将构建依山傍水、曲径通幽
的山、水、城景观格局，打造“景区会客厅，
城市新地标”，创造“宜业、宜居、宜乐、宜
游”的良好环境，打造亲水游乐、生态观光、
康体运动、文化体验、旅游集散等多功能城
景融合发展升级版。

与石梁湖相距约3公里，建成于2010
年的兴龙湖，水质清澈透明，参天大树和小
草花木倒映其中，是永川市民休闲散步的
好去处。

兴龙湖，是临江河重要的补水水源之
一。为了改善兴龙湖的水质，永川构建了

“食藻虫—水生植物—水生动物—微生物”
共生体系的生态自净系统，实现水生态系
统多维复育，使兴龙湖水体水质得到明显
改善。

石梁湖、兴龙湖、神女湖、三河汇碧、来
苏梳妆台广场、临江人民广场……在临江
河流域各处，幸福河湖建设都在紧锣密鼓
地进行着。

“我们将在这些区域增加部分便于维

护、整体和谐且富有创意的设施和水文化
元素，增强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周宝佳
介绍，永川正同时实施临江河两岸绿化美
化提升行动，在重要节点上下游河道沿岸
栽种绿植，增强河道多彩风光，提升立体视
觉效果。

明年3月，交出幸福河湖建设“答卷”

秋雨绵绵，永川来苏镇临江河畔，一座
水利泵房在雨中静静矗立。

“在临江河幸福河湖建设中，我们将把
这座泵房改建成水文化展示厅，讲述永川
水利工程相关历史文化、水文化和水故
事。”周宝佳介绍，临江河流域将重点打造
卧龙凼废弃泵站，改造成水文化展示厅，并
同步启动幸福临江河水文化主题设计，挖
掘竹溪夜雨、上游永川龙、永川“石松”、革
命水库、仙龙飞渡渡槽、登东渡槽、利济桥
等历史文化故事，编撰临江河水文化集锦，
开展水文化遗产信息化建设等。

“幸福河湖建设任重道远，除了水文化
等软实力建设外，临江河的长效管护也是
重中之重。”永川区生态环境局副局长蔡兴
隆介绍，“重庆永川生态环境智慧综合监管
平台”已投入试运行，可对永川辖区内如毛
细血管般密布的河流进行实时监测。

“如果个别点位数据出现异常，系统会
自动报警，方便我们提前预判。”蔡兴隆介
绍，该平台利用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物
联网等智能技术，运用卫星遥感、高密度监
测设备，构建起水环境感知监测体系，建立
了“精细、科学、落地”的水环境监管体系。

仅有“重庆永川生态环境智慧综合监
管平台”，还无法确保临江河的长效管护。

接下来，永川还将完善临江河“一河一
策”实施方案，建立临江河健康档案；健全
并落实城区河流清漂保洁、城镇化粪池长
效管理机制；健全并落实水环境保护联合
执法及流域横向生态补偿机制……

2023年3月，临江河全国幸福河湖建
设将接受验收。

为此，永川发布了《关于印发＜临江河
全国幸福河湖及市级示范河流建设工作方
案＞的通知》，细化建设任务分工，倒排工期，
全面推进临江河全国幸福河湖建设工作。

从水安全、水资源、水生态环境、水文化等方面协同推进——

永川临江河为全国幸福河湖建设探路

永川临江河建设全国幸福河湖效果图。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