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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早高峰，在黄花园大桥，交巡警在疏导车辆。 记者 熊明 摄

老旧小区改造
有“面子”更有“里子”

4月 17日，万盛街道松林路社区
里，67岁的周秀萍阿姨正带着小孙子在
社区游园里玩耍。这个小游园由一片
荒地改造而来，游园内鲜花盛开、绿树
成荫，周围还有新安装的健身设施，社
区居民都喜欢聚在这里玩耍。

松林路社区建于上世纪90年代，
是万盛最大的开放式老旧小区。由于
年久失修，社区内的消防排水、路灯照
明、管网等各类基础设施严重缺失，停
车难、排水不畅、公共休闲场所缺乏等
问题突出。为改善居民居住环境，万
盛经开区将老旧小区改造纳入2015、
2016年该区重点民生实事和重点建设
项目，由市政牵头、镇街具体负责、城
建公司配合实施。

“在改造中，我们通过道路硬化，
补植绿化，增加路灯、体育健身器材、
停车场等措施，让改造后的老旧小区
既有‘面子’，更有了‘里子’。”万盛城
市管理局副局长陈昌敏介绍，2015年、
2016年，万盛累计投入7000万元，对
26个老旧小区进行了改造，改造面积
约55.3万平方米。改造后的老旧小区
都实现了“道路平整、排水通畅、秩序
良好、路灯明亮、卫生整洁、功能完善”
的目标。

在改造老旧小区的同时，万盛城
管局从细节入手，对城市公厕、报刊
亭、公交站台、车行人行导视系统等

“城市家具”进行标准化提升改造。以
公厕为例，万盛城区主次干道公厕经
过改造提升后均达到二类以上标准，
万盛十二景等城市特色融入公厕，东
城大道立体绿化公厕刷新绿化颜值，
进一步凸显了“公厕文明”和“公厕文
化”。这些公厕不仅“外表光鲜”，内部
设施也是相当人性化，包括厕纸、挂
钩、洗手液、热水、插座、无障碍通道、
感应式水龙头等。

40多个城市公园
每一处都是精品

10 年前，万盛城区只有一座公

园——万盛公园，每逢周末节假日，
公园里都挤满了前来休闲的市民。
但如今，无论你住在万盛城区的哪个
角落，都能在附近找到一座公园。

公园集生态功能、审美功能、休闲
娱乐等功能于一体，是城市生态系统
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提升市民幸福
感，万盛着力美化靓化城市环境，通过
实施城区大规模绿化工程、推进城市
公园建设以及实施城区亮化工程，使
万盛成为一座公园里的城市。而在公
园的修建过程中，也处处彰显着精细。

万盛街道的白果坪湿地公园，位于
孝子河边，过去这里是城乡结合部的一
个村庄，公园所在地只是一块杂草丛生
的荒地而已。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
当地建起了小区，居住的人多了，但附
近却没有公园。2016年，万盛结合现
有水体，在这里修建了白果坪湿地公

园，在公园的修建过程中，能看出一股
“绣花”的精细劲儿——不是简单地绿
化、新建，而是最大限度保留原有的生
态，使其自然野趣的湿地和纯真质朴的
河水风光相得益彰，勾画出秀丽的湿地
美景。

万盛城市管理局绿化科负责人罗玉
伦介绍，万盛对现有公园进行提档升级、
对新建公园则突出特色，打造出了一批精
品公园。如今，万盛城区已有40多个大
大小小的公园，其中包括综合公园、专业
公园，也包括街头游园和微型公园，每一
处都各具特色。

在修建公园的同时，万盛通过城
区增绿、补绿，以及城区亮化工程，在
优化城市环境的同时增添城市风
情。如今，万盛建成区绿地率已达
43%，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13.11平
方米，和谐、自然、生态的城市园林景

观逐步呈现。

智慧城管
让城市管理“耳聪目明”

如何让城市管理更加高效有序？
万盛经开区以城市智慧智能攻坚行动
为抓手推进城市管理，在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中全面融入智慧智能元素，不但提
高了城市管理效率，也彰显了现代城市
形象。

以智慧停车为例。随着城市的快
速发展和机动车保有量的急剧增长，
停车难已成了城市管理中的“老大
难”问题之一。但在万盛，车主只需
通过万盛新近投用的智慧停车系统，
用手机扫描停车位上的二维码，便可
实现自助停车、自助缴费和自助结
算。

而为市民带来方便的不仅是智慧
停车系统，万盛城区92个公交站台，
原有的站牌已经更换成实时公交电子
站牌，公交车到站时间、站点信息、交
通状况等资讯一目了然。万盛城市管
理局副局长张欢介绍，目前，万盛已建
立起智慧城市管理系统，并研发、使用
包括化粪池监测系统、道路边坡桥梁
监测系统、特种车辆GPS系统等在内
的7个子系统，城市管理水平得到进一
步提升。在这套系统中，还共享了公
安部门的部分摄像头，并实现了实时
调取、监控，这也让城市管理更加及时
高效。

目前，万盛正在整合智慧万盛
大数据中心的相关系统数据，积极
研发、完善智慧城管应用子系统，探
索智能化执法，综合利用视频一体
化技术，探索快速处置、非现场执法
等新型执法模式；并通过开发微信
公众号等软件，引导鼓励群众参与
城市管理问题巡查，来实现智能化
执法和公众参与有机结合，通过一
系列措施，万盛城市管理将更加“耳
聪目明”。

万盛 以“绣花”功夫雕琢城市之美

万盛羽毛球公园 摄/伊南源

吴黎 王静

如何营造安全有
序、整洁美观的城市环
境？城市管理如何实
现“ 像 绣 花 一 样 精
细”？4 月 16 日，在万
盛经开区 2018 年干部
教育培训春季开学典
礼上，浙江省杭州市委
统战部副部长邵根松
以“中国城管执法的改
革与创新”为主题，开
启了万盛城市管理专
题培训的首堂课程。

这只是万盛提升
城市管理水平的一个
缩影。一直以来，万盛
以“绣花”的功夫对城
市精雕细琢，连续3年
实施城市管理巩固提
升、城市美化靓化攻
坚、城市智慧智能攻坚
三大行动，不断完善城
市基础设施，提升城市
管理水平和能力，打造
出了美丽宜居的城市
环境。

一河碧水润民心 摄/伊南源

为应对牛角沱嘉陵江大桥大修，渝
澳大桥、黄花园大桥、嘉华大桥实施工
作日7点至22点进行机动车尾号限行
措施。

昨日三座限行大桥与嘉陵江大桥
的交通情况如何？重庆日报记者分赴
三路到限行及禁行的四座大桥现场打
探。

牛角沱嘉陵江大桥：
有市民闯禁被开罚单

昨天8点20分，重庆日报记者在
嘉陵江大桥桥头看见，两名交巡警正在
现场执勤，引导不知情试图上桥的社会
车辆选择其他道路通行。上清寺转盘
通行压力低，非常通畅。

不过，仍有市民因“闯禁”不听劝
告，被交巡警记3分罚款200元。

限行大桥：
未出现桥面堵“死”情况

上午7点30分，重庆日报记者在
现场看到，黄花园大桥江北往渝中南岸
方向，桥面通行非常畅通，没有出现拥
堵情况。而渝中和南岸往江北方向，桥
面则比较拥堵。

现场民警表示，黄花园大桥桥面通
行情况与往常类似，属于正常的高峰期
拥堵，并未出现因牛角沱嘉陵江大桥大
修以及限号出行影响，导致桥面堵“死”
情况出现。

渝澳大桥通行状况与黄花园大桥
类似，往上清寺方向畅通，没有出现车
辆积压的情况，而往菜园坝方向的车辆
则排队依次通行，相对缓慢。总体来看
交通情况良好。

嘉华大桥也没有出现严重拥堵。
上午7点左右，重庆日报记者看到，嘉
华大桥从渝中前往江北方向虽然车流
量比较大，但没有出现大面积拥堵，从
江北往渝中方向通行则十分畅通。为
了保证行驶通畅，嘉华隧道出来往江北
方向的车道3原来为应急车道，现在改
为可通行的车道。同时，还设置了渝中
至江北方向的定向车道。

周边路段：
个别连接匝道比较拥堵

虽然三座限行大桥并未出现严重

拥堵，但是重庆日报记者发现，大桥周
边路段却出现拥堵情况。

上午8点，重庆日报记者在长江大
桥看到，南岸区往渝中区方向，南滨路
与长江大桥的连接匝道均出现拥堵情
况，绵延大约200米。而在长江大桥南
桥头方向，因为拥堵，不少市民选择步
行过大桥。包括千厮门大桥、内环快速
路入口、沙滨路等周边区域，均出现不
同程度的拥堵。

昨日17点55分，重庆日报记者再
次来到限行的三座大桥及周边区域时
发现，限行大桥通行秩序良好，未出现
拥堵情况；反而是不限行的千厮门大桥
等部分区域，仍比较拥堵。

民警提醒：
不慎驶入禁行区请按指挥驶离

据了解，为保证限行期间大桥的通
行秩序，交巡警将以“现场管控+视频
巡查”相结合的工作措施对闯禁行的车
辆进行查处。目前，市交巡警总队已规
范完善了限制通行的相关标志、标线，

同时对相关闯禁卡口等执法设备，以及
信息采集对比和后台录入、短信告知等
系统进行了全面调试，全力保证限行期
间设备的正常运行使用。

如果开车不小心驶入禁行、限行区
域，根据道路两侧的引导路线指示牌和
民警的指挥，从就近的路口下道进行转
换。

市公安交巡警总队提醒市民，牛
角沱嘉陵江大桥大修将持续到今年
11月，在这期间多座大桥的交通通行
压力均有所上升，建议市民提前计划，
错峰出行，选择公交出行，也可以选择
绕行。

市民表示：
今后尽量选择公交出行

“维修嘉陵江大桥是为了保障大家
安全，而对其他三座桥限行也是为了道
路畅通，我觉得可以理解。”家住沙坪坝
的周先生工作地点在江北，虽然自己的
车今天不被限行，但是他还是早早开车
出门。周先生说今后他会尽量选择公

共交通出行。重庆日报记者发现，选择
公交出行的市民不在少数，甚至还有人
步行。

昨日轨道交通及公交出行客流
较往日有明显增加。个别站点早高
峰期间限流。市轨道集团、公交集团
均表示，将在每天早晚高峰增加车辆
运力。

此外，早晚高峰市民过江可以改走
水路。目前主城过江共有4条轮渡线
路，分别是野猫溪（南滨路钟楼）至朝天
门（往返），野猫溪至江北嘴，朝天门至
江北嘴。

据介绍，目前每天早高峰时段开
行的轮渡开行时间具体包括：野猫溪
至朝天门，7点30分、8点；野猫溪至
江北嘴，8点；朝天门至江北嘴，8点
零5分；朝天门至野猫溪，7点35分、
8点零5分。上述每条线路运行时间
都在5分钟左右，票价均为2元。接
下来，轮渡方将根据客流变化及时加
开班次。

（本组稿件由周松 周尤 杨骏
夏元 采写）

一座桥大修三座桥限行 各方多项举措缓解交通压力

建议市民尽量公交出行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重庆日

报记者4月23日从市防汛抗旱指挥部
办公室了解到，我市将于5月1日正式
入汛，市防指目前已下发通知，要求各
区县防指、市防指各成员单位安排部
署防汛抗旱值班值守工作，从5月1日
零时起全市实行防汛抗旱24小时值班
制度和领导带班制度。

市防办要求，各区县（自治县）、各
单位防汛机构和部门从5月1日零时
开始，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带
班制度，及时收集掌握本地区防汛抗

旱相关信息，第一时间做好防汛抗旱
突发险情灾情和重大紧急信息报送工
作，确保洪旱灾情、工程险情及紧急事
件在第一时间得到有效处置。同时，
要求各级值班人员要24小时坚守岗
位，不得擅自脱岗，不得从事与值班无
关的工作，不得将值班电话转移到手
机上，电话铃声响5声未接视为脱岗。

市防办将不定期抽查各地及水
库、水电站值班值守情况，对严重违反
值班制度，擅离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
将在全市通报并严肃问责。

我市5月1日正式入汛
将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

电话铃声响5声未接视为脱岗

本报讯 （记者 张莎）4月12日，
位于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跃进社区的

“和苑谐苑”社区公园实施改建。重庆
日报记者了解到，近期大渡口区将陆续
启动15个公园、社区小游园的新建改
建工程，力争今年6月前全部完工。

据了解，这15个公园、社区小游园
由大渡口区城市管理局结合背街小巷
改造和公园建设计划选定。其中新建
项目为风阳社区公园、鑫端社区公园、
双林社区公园、紫棠园、亲子公园，改
建项目为教师楼小游园、天辰美苑小
游园、天辰华府小游园、湖榕景苑小游

园、心湖公园、诗情广场、跃新社区小
游园、和苑谐苑、堰兴社区小游园和三
友园。

大渡口区城市管理局负责人介
绍，这15个公园、社区小游园分布在老
城区和安置房、公租房小区附近，将为
居民新增绿地17.3万平方米，区财政
共计投入2700余万元。

同时，大渡口区还实施城市品质
提升工程，率先在大渡口立交、迎宾大
道、新华立交这三个重要交通节点布
局花墙、提升景观，6月底前，这三处全
新打造的城市景观也将与市民见面。

大渡口区6月前
新建改建15个公园和小游园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重庆
日报记者4月23日从市司法局获悉，我
市将启动“金牌人民调解”工程，打造更
多的“老马工作室”，配备一定数量的专
职调解员，并将专业调解进一步向矛盾
频发的金融、保险、商事等领域延伸，便
于第一时间发现和化解矛盾纠纷。

据市司法局局长张德宽介绍，目
前全市有人民调解机构1.2万余个、调
解员8.2万余名，2017年受理并成功调
解各类矛盾纠纷45万余件，调解成功
率达98.6%。今年，全市各区县将以金
牌人民调解工程为契机，建立完善人
民调解委员会派驻法庭制度，探索建
立人民调解委员会派驻公安派出所制

度。司法行政部门将配备一定数量的
专职调解员，同时加强专业培训提升
能力，人民调解员要能及时发现纠纷、
参与化解纠纷。

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上，市
司法局将在主城区的部分社区、小区
开展“法润社区 司法同行”试点，以

“社区需要什么学什么、差什么补什
么”的原则，开展加强尊法学法守法观
念、矛盾纠纷化解、特殊人群管控帮
扶、法律服务惠民和社区戒毒康复共
建等5个行动。力争通过3年左右时
间，实现社区居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
社区治安状况明显好转、基层治理能
力水平明显增强的目标。

我市将启动“金牌人民调解”工程
配专职调解员 调解向金融保险商事领域延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