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村是从未停止追寻的诗和远方。这里是农民世代
生活的聚落空间，也是唤起人们乡愁的精神家园。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切中了当前
乡村发展要害，指明了新时代乡村发展方向，是“三农”
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

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也让我市村镇建设进入了
“特色发展、步伐加快、大有可为的黄金发展期”。

南川大观，千亩荷塘、万亩菜花，一座座农民新居整
齐排列。持续改善的农村人居环境，让越来越多的农户
吃上旅游饭，“十二金钗大观园”声名鹊起，成为全市乡
村旅游金字招牌。

九龙坡金凤，美丽宜居乡村建设与推动农村经济发
展、传承传统文化、保护绿水青山有机统一，成就了一幅

“山水田园、五彩金凤”的动人画卷……
放眼全市，类似场景比比皆是。
以特色小（城）镇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农村危

房改造为载体，全市村镇建设工作紧紧围绕中央精神以

及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全力创示范、抓重点、促民
生，实现了有质量、有效益、有特色的发展。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是重点。仅
在今年，全市就创建整洁庭院20000个，建成美丽宜居
村庄100个，创建200个绿色示范村庄和20个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市级示范片，启动了18个深度贫困乡镇改
善农村人居环境市级示范片创建，村容村貌得到提升，
农民群众生活条件不断改善。

在农村危房改造上，全市完成投资约30亿元，改造
农村危房2.13万户。

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小城镇，在城镇化进程中，
扮演着“桥头堡”的重要角色。为此，我市深入推进36
个市级特色小镇建设，成功创建13个中国特色小镇，打
造出一批示范和亮点，村镇活力不断增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我们重新发现乡村、重新
认识乡村、重新设计乡村。”乔明佳表示。

今后3年是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攻坚期，全市将以

保障农民基本生活条件为底线，以建设美丽乡村为导
向，以提升村容村貌为主攻方向，持续大力提升农村人
居环境整体水平。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切实补短板、强弱项。农房作
为农村的基本单元，既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又
是农民保值增值的生产载体。

为此，努力让农村群众“住上好房子、过上好日子”，
也是当前及以后我市村镇建设的重点。这将是高水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
的生动实践。

山水之间，成就人居经典。环境做好了，自然会实
现资产增值、促进农民增收。这样的乡村必然人人向
往，这样的乡愁方能达成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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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城乡建委量质并举推动城乡建设

11月21日上午10时，新中梁山隧道建成
通车。

这一为老中梁山隧道分流减负的扩容工
程历时3年建设，引发全城关注。

“每天早上高峰时，走中梁山隧道堵得头
痛。”家住二郎的王莉丽在白市驿上班，每次出
门都要抢在大清早，否则稍晚就会堵在中梁山
隧道附近，“等到新老隧道都投用了，上班肯定
就不用那么赶了。”中梁山隧道的“手术”，改变
着王莉丽的生活。

不仅是普通市民，中梁山隧道通行能力的
提升，更是让渝西地区的众多企业振奋不已
——便捷的物流通道对他们来说无疑是腾飞
之翼。

巍峨蜿蜒的中梁山静静伫立。这条南北
走向的山脉，以东是繁华富庶的重庆主城，以
西则是辽阔且有待开发的渝西地区。

渝西融入主城的关键是产业对接，而产业
对接的首要问题是交通。

据了解，以中梁山隧道扩容改造工程为契
机，我市还将实施系列工程，打通中梁山的天
然阻隔。

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抓好14条基本
方略的落实，必须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
上，着力解决好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
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
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
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于城乡建设而言，这一思路的指导意义亦然。
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居住在

城市，是为了生活得更好。2015年的中央城市
工作会议指出，当前，城市发展已经进入新的
发展时期。新时期，如何满足人们对生活得更
好的新期待？

在市城乡建委主任乔明佳看来，坚持五大

发展理念，围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目前
我市的城市建设到了“强弱项、补短板”，实现
量质并举的关键阶段。

“市委五届三次全会提出的‘八项战略行
动计划’和‘三大攻坚战’，明确了要实现第一
个百年目标我们具体要做的事情。围绕第二
个百年目标，则主要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重庆重要讲话精神，为重庆作出的‘两点、两
地，定位来展开。”乔明佳表示。

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内陆开放高地、山清
水秀美丽之地——这“两点两地”定位，涉及到
城乡建设的方方面面，从中找方位、找思路、找
方法，就是城乡建设的行动指南。

“作为城乡公共基础设施的提供者，市城
乡建委的奋斗目标从哪里来？就是从‘两点两
地’的落实上来。”乔明佳说。

有了目标，具体怎样抓落实？以新中梁山
隧道为代表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便是一
个重要内容。

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支点、“一带一路”
和长江经济带的联结点，这都要求重庆必须要
立足更高的眼界，建立起足以支撑经济社会发
展的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此，今年以来，着
力于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补短板”，全市城
市交通基础设施得以快速推进。

据介绍，结合主城区解决交通拥堵三年行
动计划，市城乡建委牵头组织实施了441个项
目，投资金额达2016亿元。这其中，城市路桥
隧道建设成为重点。比如新中梁山隧道、华岩
隧道已建成通车，蔡家嘉陵江大桥等重点项目
有序推进，寸滩大桥、高家花园复线桥、内环凤
中立交等10个重大项目将于年底完工……由
此，主干道通行能力不断提升。同时，随着60
条断头路的开工建设，道路通透性和微循环能
力也不断增强。

数据显示，在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加的背
景下，主城区目前主要道路早晚高峰小时平均
车速较去年同期上升0.7公里/小时，增幅3%。

为城乡提供公共基础设施，事实上也是
个供给问题。而“强弱项、补短板”从某种意
义上说，正是契合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如何增加有效供给，实现适销对路？以
人民为中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仍然是破解矛盾的核心要义。

就在今年内，跨越江北区、北部新区和
渝北区的轨道交通10号线一期工程即将正
式通车。届时，从龙头寺到上湾路，将实现
轻轨直达。这让家住龙头寺，上班在重庆广
告产业园的刘颖满是期待。

“现在开车不管是走机场路，还是借道
海尔路，上下班高峰都是‘添堵’。等10号
线通了，我就准备轻轨出行，既环保，还节
省。”刘颖盘算着。

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是做好城市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然而，面对日益凸显的

“城市病”，一方面是城市投入的不断加大，
另一方面则是边际效用的逐步递减。

“高投入换不来人民群众的高满意度，
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新思考、更换理念。”乔
明佳坦言。调整思路之后，市城乡建委意识
到，城市建设“必须为更多的人服务”。

下大力气推进轨道交通建设，就是为更
多人服务的现实举措。

突出轨道交通在交通体系中的骨干作
用，实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市不断加密中心
区域轨道交通线，同时推动轨道交通向主城
区外延伸。

目前，全市正在加紧推进4号线一期、5
号线一期、6号线支线二期、9号线、10号线、
环线、尖顶坡至璧山段及跳磴至江津段等
238公里线路建设。其中，5号线一期北段、

10号线一期工程共51公里线路将于年底建
成通车。届时主城区轨道交通运营里程将
达264公里，居中西部首位，形成通达主城
15个组团，串联机场T2、T3航站楼、火车
站、客运枢纽和各大商圈的骨干交通网络。

此外，市城乡建委正全力推进都市快轨
前期工作，加快构建快慢组合、高效衔接的
轨道交通网络。

当前，我市正处于城市发展中期。随着城市化进程
不断推进，大量农村人口需要融入城市。这也意味着，
我们的城市不仅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来支撑，更需要大
量的不断优化的城市空间来承载。

贯彻五大发展理念，市城乡建委将优化城市环境置
于重要位置，以期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
量，着力提高城市发展的持续性、宜居性。

今年以来，全市以棚户区改造、黑臭水体整治和地
下综合管廊、城市污水管网、海绵城市建设为主要内容
的城市环境改造提升工作加快推进，市民居住品质和城
市环境不断改善。

在棚户区改造方面，截至目前已完成投资307亿
元，完成棚改5.34万户，惠及群众约19万人，提前并超
额完成了国家和市级下达的年度任务。

与此同时，加快建设综合管廊，8个试点区县累计
开工建设综合管廊38.2公里，完成投资约7.1亿元，形成

廊体17.08公里。
“黑臭水体”整治和城市污水管网、海绵城市建设等

水环境治理也颇具成效。全年共启动了48个黑臭水体
整治，预计年底能实现基本消除主城区黑臭水体的目
标；全年计划建设污水管网973公里，计划投资26.8亿
元。截至目前，已完成785公里，完成投资21.3亿元，完
成率80.7%；“海绵城市”试点项目开工约30平方公里，
完工11.9平方公里。

河床萎缩、污泥堆积。一到夏天，河水更是发黑发
臭，味道刺鼻难闻——这是几个月前，九龙坡区跳磴河
的真实写照。这一情形也让住在华玉家园和叠彩西城
棚户区改造安置房的居民苦不堪言。

棚户区改造不能局限于把“旧房”变“新房”，更为重
要的是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同时提升城市品位。于是，
九龙坡区城乡建委对跳磴河的黑臭水体施以重拳整治，
通过拆除沿河违章建筑、新建截污管网等举措，让跳磴

河重现水清岸绿。
跳磴河的综合治理让九龙坡区棚户区改造工作与

城市生态修复“同频共振”，大大改善了棚户区居民安置
房周边的居住环境。

“以前环境差，谁都不愿往河边走，如今早晚都可以
到河边散步、锻炼身体，大家伙儿都高兴得不得了！”家
住华玉家园的马阿姨说。

城市生态环境的提升，老百姓最有发言权。这些“小
事”一旦做好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就会来得特别快。

类似跳磴河的嬗变并非个案。据介绍，将城市修补
和生态修复作为实施以需求为导向的保障和改善民生
战略行动计划、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提升城市居住环
境的重要抓手，市城乡建委将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加
快推进棚户区改造、黑臭水体整治和综合管廊、“海绵城
市”、污水管网建设，以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
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

加快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补短板”1
让城市建设为更多的人服务

用“微改造”解决大问题3

着力提高城市发展宜居性4

乡村振兴促进村镇“大有可为”5

2018年
城乡建设看些啥？

2018年，市城乡建委将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为主
线，紧扣市委五届三次全会决策部署，坚持问题导向，抓重

点、补短板、强弱项、出亮点、守底线，谋划2018年工作，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求。

一是抓村容村貌提升。创建20000个
整洁庭院、500个绿色示范村庄和100个
亮化示范村庄，打造4个中国传统村落保
护发展市级示范点，建成100个美丽宜
居村庄，创建20个“田园美、村庄美、生
活美”的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市级示范
片，持续改善村容村貌。

二是抓农村住房改造。2018年
起每年完成3万户四类重点对象（建
卡贫困户、低保户、五保户、贫困残疾
家庭）现存危房改造，实施旧房整治
提升行动，同步推进卫生厕所改造，
逐步提升农村困难家庭居住品质。

一是城市交通设施建设。围
绕基础设施建设提升战略行动计
划，2018年计划城市道路通车里
程从5057公里增至5196公里，建
成过江通道2座、穿山隧道1座，
打通断头路58条；轨道交通通车
里程由264公里增至313公里；开
工建设公共停车场80个，新增泊
位2万个以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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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城市双修”。计划投资
350亿元，改造棚户区5.4万户，惠
及群众约19万人；主城区31段黑
臭水体实现长治久清；完成“海绵
城市”住建部下达的100平方公里
建设任务；建设700公里污水管网，
补齐城市建成区缺失污水管网。

一是强化城乡智慧建设。着力推
进智慧城乡建设“1+5+N”行动，力争建
成“智慧云”服务平台和数据中心，形成
基础数据库和专题数据库，推进专项应
用建设，完成全市城建档案数字化，建成
500个智慧工地、50个智慧小区。

二是强化建筑产业化。统筹发展设计、
生产、施工、装修、运输、设备制造及运行维护
等建筑业全产业链。2018年计划实施100万

平方米以上装配式建筑项目，力争打造5个国
家级装配式建筑产业基地、2个国家级装配式建

筑示范城市。

一是特色小镇培育。加快小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
设施建设，全面改善小城镇人居环境，提升综合承载力。

2018年力争创建6个中国特色小镇，36个市级特色小镇均建
成1条特色街区，通过以点带面，提升全市村镇建设管理水平。
二是主城区治堵。从2017年起，用3年左右时间，实现开工续

建项目441个，完工151个，建设过江通道16座、穿山隧道12座、快速
路264公里、主次支路1203公里，轨道交通通车里程达到441公里，逐
步建成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安全高效的城市交通基础设施网络。

适销对路并不只是着眼于这些高大上
的“大事件”，满足更多的人对美好生活的
需求，市城乡建委将更多的关注点放在了
更贴近群众的“小细节”。用乔明佳的话来
说，把靠近群众50米、100米的小事情办
好，花小钱就能解决大问题。

今年初，一张号称重庆最霸气公共停
车楼的图片刷屏朋友圈。这座位于嘉华大
桥南延伸段二期工程高架桥下的停车场共
4层，可提供1008个停车位，钢筋混凝土结
构可抗七级地震。

将大型停车楼与高架桥连为一体，同
时设计、同时施工，且建设规模之大在全国
尚属首例。随着该停车场的投用，直港大
道停车难以及杨家坪商圈的交通拥堵得到
明显缓解。

直港大道停车楼是我市因地制宜、“见
缝插针”修建公共停车场的一个缩影。

据介绍，聚焦商圈、医院等停车需求紧
迫区域，逐步补齐停车缺口，我市今年已开
工建设主城区公共停车泊位2.6万个，建成
泊位5264个，主城区停车难问题得到一定
程度缓解。

弥补功能缺失，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今年我市还大力推进了步行系
统建设，全年已建设人行天桥和地通道30
座，市民出行因此更加安全、便捷。

比如渝北区在双湖路和黄桷坪体育公
园支路交叉口启动了黄桷坪公园人行天桥
建设。该地块位于道路纵坡顶点，车流大
且车速快，存在明显安全隐患。项目周边
分布着心海湾、金碧园等居民小区，以及公
园和周边餐饮商业，人行过街需求大。

随着人行天桥建设，周围居民出行安
全指数及方便指数都将大大提
高，交通运行环境也将得
到改善。

“微改造”解决大问
题，“小建设”赢得群众大
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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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坡区棚户区九龙坡区棚户区
居民住进新居居民住进新居

轨道10号线进行通车前调试

已建成投用的南岸区黄桷湾立交

千厮门大桥千厮门大桥

九龙坡区跳磴河综合整治一期实景图九龙坡区跳磴河综合整治一期实景图

九龙坡区直港大道公共停车楼

开州区满月乡开州区满月乡
美丽宜居村庄美丽宜居村庄

渝北区古路镇草坪村渝北区古路镇草坪村

吴黎 王萃 王静 图片由市城乡建委提供

江津区白沙特色小江津区白沙特色小
镇影视拍摄一条街镇影视拍摄一条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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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生活更美好城市生活更美好 农村乡愁更醇厚农村乡愁更醇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