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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中旬召开的重庆市旅游发展大会提出，打造重庆
旅游业发展升级版，就要牢牢把握“山水之城·美丽之地”
目标定位，展现重庆“城在山水间、山水在城中”“有山有
水、依山伴水、显山露水”的独特魅力，彰显生命之美、生活
之美、人文之美。

作为山水之城的重庆，该如何显山露水，又该如何将
山水转化为旅游资源？

重庆最根本的美即是“山城之美，山水之美”

“名城危踞层岩上，鹰瞵鹗视雄三巴。”晚清名臣张之
洞用这样两句诗来形容重庆吊脚楼建筑的绰约风姿。古
人留下的描述重庆山水景观的类似诗句还有很多，例如，

“片叶浮沉巴子国，双江襟带浮图关。”长江与嘉陵江交汇，
衬托出一个三面环水的美丽半岛。

从重庆主城和长江沿线多个重庆辖区城市有据可考
的建设历史来看，它们的城市规划建设始终是依山而建、
与水相依。它虽然受制于地形地势，但却形成了山水相
融、独具个性的“魔幻3D”城市景观风貌。

重庆大学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院长任宏认为，从地
形地貌和山水资源来看，重庆堪比瑞士。“与其他直辖市相
比，重庆的空间城市感非常强。”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城市发展规划访问研究员、知名建
筑师、规划专家谢吾同，称自己喜欢堪称“建筑奇葩”的石
宝寨、“巴渝建筑活化石”的龚滩古镇、中西合璧的松籁阁、

“海棠香国”的大足石刻、“独钓中原”的钓鱼城、刘备托孤
的白帝城等等。

谢吾同认为，“山是一座城，城是一座山”这句重庆俚
语，道出了重庆最根本的特点，古代与新选的“巴渝十二
景”，大多都涉及山水。重庆的诸多别称、美誉，如“山城”

“江城”“桥都”“英雄之城”，其实都直接或间接与山水相
关。“重庆最根本的美即是‘山城之美，山水之美’”。美人
美食美景以及巴文化、抗战文化等则丰润了山城美的内
涵。”谢吾同说。

城市规划编制从山、水、绿出发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五大发展理念”。此后
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也指出：要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
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

按照中央和市委部署，市政府组织开展了重庆市城乡
总体规划的深化工作，首次在重庆城市性质中增加了“美
丽山水城市”形态定位，将中央和市委要求融入总规深化
工作。

为了落实“美丽山水城市”这一形态定位，彰显“山城”
“江城”“绿城”特色，建设山水交融、错落有致、富有立体感
的美丽山水城市，市规划局组织城市规划编制工作，力争
更加科学、系统地维护重庆这座城市的景观风貌，更加凸
显山水相依的城市立体美学。

市规划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重庆的城市规划编制，
总体上说，从重庆市主城区的山、水、绿资源条件分析
出发，理清山系、水系、绿系脉络，提出规划保护和利用
的原则，明确了生态体系与城市建设相互融合的规划管
控措施。

这位负责人表示，在继续强化“四山”“两江”等大山大
水保护的基础上，我市系统性地梳理了山系、水系、绿系，
将城市内的中山中水、小山小水纳入规划管控范围，使山、
水、绿资源更好地融入城市，提升山水城市品质。

在规划设计与建设上尊重原始地形地貌

依托于山水资源，通过科学合理的规划，让城市显山
露水。我市该如何进一步发挥优势，以山水景观资源吸引
越来越多的人“行千里，致广大”？

任宏认为，要更加注重城市建设的“系统性”。他说，
过去的保护规划方案和城市设计方案往往侧重于山、水、

绿资源中某一方面的研究，缺乏对山、水、绿资源整体的系
统化梳理，城市建设与山水特色保护之间矛盾较为突出。

“山城起伏有致的山脊线、丰富变化的水际线，必将塑造、
勾勒出‘江山如此多娇’的壮美。但山城‘两江四岸’现在
的一些滨江楼盘，市民居住其中，只能看到楼房，看不到江
景。看看美国纽约的海滨公园，是全市商业最繁华、最贵
的地方，便是尊重自然景观的典范。”他说。

谢吾同认为，重庆要打好山水这张牌，基本点是要在
规划设计与建设上尊重原始地形地貌，多用传统的山地建
筑规划设计手法。不搞大开发大建设，不大挖大填，否则
由此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

谢吾同建议，重庆应该多建具有重庆特色的现代吊脚
楼，多发展垂直立体绿化、屋顶绿化。“让重庆这座城市显
山露水，重要的还有保护好渝中半岛的山水，这是最难的，
但必须努力，否则重庆这张山水牌最多只算打了一半。”他
认为，不能只看重短期利益，而让景区景点过度商业化。
否则，过度的商业开发将挤占旅游空间，损害旅游品质。

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委员会主任、著名旅游经济
和管理专家魏小安认为，重庆的旅游消费一定要突出山水
个性。以酒店为例，重庆应该修建临水而居或倚山而立的
特色酒店，以此来凸显山城的特点，让景观资源和旅游消
费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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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力打造重庆旅游业发展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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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必须以完善的旅游配套设施为
支撑。大渡口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未来3年，大渡口区
将对全域旅游配套进行全面提档升级。

完善全域旅游基础设施，加快形成“七纵七横”骨架路
网，优化景区沿线公交线路和站点，规划建设新港、钓鱼嘴
两个驴友码头，设立滨江沿线观光巴士，打造九宫庙、刘家
坝、小南海三大游客集散中心，成为未来游客集散的主要
接驳点。

推进全域文旅融合发展。积极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充

分挖掘利用现存古文化遗址、古建筑、抗战遗址、革命遗址
和工业遗产，大力发展文化旅游。

开发全域旅游特色商品。到2020年培育旅游商品开
发、生产、销售龙头企业10家以上，打造特色旅游品牌10
个以上。

构建智慧旅游服务系统。大力推进“旅游云”建设，实
现旅游公共服务、电子商务、品牌推广、实时监控、数据共
享交换等功能。

（本报记者 郭晓静）

大渡口 完善全域旅游配套项目
江北区充分利用自身都市旅游资源优势，着力构建

“一带两区多组团”的全域旅游总体格局，将江、岸、城、
山、水、人等元素完美融合，推进以高品质都市旅游为主
的江北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一带两区多组团”全域旅游总体格局中的“一带”
是以北滨路104公里江岸线作为全域旅游发展的基础骨
架，打造西部最长最美滨水城市休闲带。

“两区”是以唐家沱为界，西区打造大都市国际旅游
目的地，东区打造最美丽乡村康养旅游目的地。

“多组团”是以“1862”为核心的石大工业旅游组
团，以观音桥商圈、大九街为核心的大观音桥商圈都
市旅游组团，以江北嘴、鎏嘉码头为核心的大江北嘴
旅游组团，以寸滩港为核心的保税体验及游轮母港
旅游组团，以寸滩老街、唐家沱老街为核心的特色历
史街区旅游组团，以铁山坪森林公园、唐家沱、郭家
沱为核心的康养旅游组团，以五宝镇为核心的乡村
旅游组团。

（本报记者 郭晓静）

江北 构建“一带两区多组团”

区 县 行 动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2018-17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40年、办公40年、住宅50
年、工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8年5月29日12：00-2018年6月19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
报的，将择日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公告时间内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
者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
要求和相关资料并进行报名，联系电话：63650270、63656187（FAX），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龙睛路2号凯比特大厦A1栋1
楼，联系人：王先生。出让人：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9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一商业住宅类

序号

18050

18051

土地位置

北碚区蔡家组团M

分区M02-01-1/

06M02-01-2/

06M09-01/

04M10/05号宗

地

巴南区李家沱-鱼

洞组团P分区

P06-02/03号宗地

用途

二类居住

用地商

业用地
商务用地

二类居住

用地

土地面积
（㎡）

114204

92020

总计容建筑面积
（㎡）

≤301361

≤230050

最大建筑密度

按规划要求

≤30%

绿地率

按规划要求

≥30%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126572

58167

备注

二工业类

序号

G18032

G18033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竞买人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后2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订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逾期则《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自行失效3序号G18032G18033两宗地以网上交易方式出让

土地位置

两江新区龙兴组团

V分区V16-1/02

号宗地

两江新区鱼嘴组团

C分区C7-1-1/01

（部分）号宗地

用途

二类工业

用地

二类工业

用地

产业类别

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业

交通运输设备

制造业

土地面积
（㎡）

43716.8

47362.9

可建面积(㎡）
或容积率

≥0.7

≥0.7

投资强度
（万元/公顷）

≥5000

≥5000

产出要求
（万元/公顷）

≥10000

≥10000

出让价款起
始价（万
元）

1102

1620

备注

环保要求详见重

庆市环境保护局

两 江 新 区 分 局

《关于两江新区

水土组团 A5-3/

02 号地块等 6 宗

建设用地环保意

见的函》（渝环

两 江 函 〔2018〕

65号）
环保要求详见重

庆市环境保护局

两 江 新 区 分 局

《关于两江新区

水土组团 A5-3/

02 号地块等 6 宗

建设用地环保意

见的函》（渝环

两 江 函 〔2018〕

65号）

夜幕下的渝中半岛分外妖娆，航行在长江和嘉陵江的观光游船留下了绚丽的光影。 记者 苏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