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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12月
18日，市政府公众信息网公布了《重
庆市主城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实
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根
据《实施方案》，我市将把主城区百公
里“两江四岸”打造成为“山水之城·

美丽之地”城市品牌的典范，使“山、
水、城、桥”相互辉映的美景成为重庆
城市名片。

《实施方案》要求，按照“干5年、
看10年、谋划30年”的总体思路，把
主城区“两江四岸”建设成为与直辖
市、国家中心城市、现代化大都市地
位相适应的山清水秀生态带、立体城
市景观带、便捷共享游憩带、人文荟
萃风貌带，使其成为彰显山魂之雄、
水韵之灵，宜居宜业宜游的国际一流
滨水空间，实现城市品质1年有变
化、2年出亮点、3年见成效、4年出
形象、5年大变样。

1 年有变化：2018 年底，完成
109公里岸线乱搭乱建、乱倒乱堆、
乱填乱挖、乱耕乱种等“八乱”治理；
基本完成餐饮船舶等停泊船舶专项
治理工作，开展不符合功能定位的码

头搬迁置换工作；开展“两江四岸”治
理提升整体方案征集工作；江北区、
南岸区开工第一批岸线治理提升工
程。

2年出亮点：2019年底，近期治
理提升范围109公里岸线重要节点
工程全面开工，其中长滨路朝天门九
码头至储奇门段、九龙外滩消落区试
验段，江北嘴江滩公园等重要节点初
具形象。

3年见成效：2020年底，近期治
理提升范围 109 公里岸线全面开
工，朝天门片区、鹅公岩江滩湿地公
园、珊瑚坝湿地公园等重要节点全
部完工，“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取得
明显成效。

4年出形象：2021年底，近期治
理提升范围109公里岸线基本完工，
形成一批标识性的步道系统、公共空

间、观景平台，全面改善亲水、观景体
验，城市主轴线的文化、艺术、景观、
旅游功能显著提升。

5年大变样：2022年底，近期治
理提升范围109公里岸线工程全面
完工，滨江地带实现生态、景观、功
能、人文等方面全面提升，公众体验
感和获得感进一步增强。

展望未来，“两江四岸”将实现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达到
“国际一流滨江带”品质水准，成为
展示“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城市
名片。

为推进“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工
作，我市将建立健全“两江四岸”治理
提升工作考核机制，将治理提升各项
工作任务纳入区县政绩考核和市级
党政机关目标绩效考核专项内容，定
期或不定期组织专项督查。

“知识价值信用贷款解了我的燃
眉之急，非常感谢！”重庆某科技型企
业董事长陈先生说。

陈先生是渝北区创业人才，所
创企业的研发团队有14人，主要从
事计算机软件开发，因无法提供有
效抵押物，融资成为制约企业发展
的一大难题。了解到陈先生的困难
后，市、区两级服务平台联动，利用
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政策，推动合作
银行为其发放了120万元的无抵押
贷款，帮助企业渡过初创期难关。
目前，该企业已入选渝北区金融办
OTC上市后备企业名单。

这仅仅是我市关心关爱人才的
一个缩影。党的十九大以来，全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
才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科教兴
市和人才强市行动计划的要求，着
力破除影响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障
碍，努力为人才营造舒心满意环境，
建立人才“近悦远来”新机制，取得
积极成效。

创新编制岗位管理，
让人才管理机制活起来

“长期以来，高校存在‘有编难
用’和‘无编可用’并存的结构性矛
盾，已影响到人才队伍建设。”市委
组织部人才工作处有关人士说，为
解决这些问题，我市创新推出了编
制周转和岗位动态调整制度。

出台高校试行编制周转制度实
施方案，建立“基数不变、存量整合、
精准投放、保障急需”的编制管理新
模式。有关方面经过认真分析和测
算，保留今后3年人员正常更替的必
要余编后，将部分长期不能发挥使
用效益的“闲置编制”唤醒，集中起来
阶段性借给急需的高校，不改变、不
调整、不减少各个高校编制核定数。

据介绍，周转编制主要用于培
养、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需紧缺人
才。周转编制的使用期限原则上为
3年，期满进行考核和评估，重新确
定周转编制数量，对使用效率不高
的予以收回。

针对一些单位专业技术高级岗
位不够用、初级岗位无法用等情况，
我市紧扣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对专
业技术岗位结构比例实行动态调
整，适当提高其专业技术高级岗位
结构比例，新增投放200个专业技
术二级岗位，专业技术中、初级岗位
由高校自主设置管理，以满足高层
次人才队伍建设需要。同时，我市
还积极探索设置事业单位周转岗
位，与周转编制衔接，进一步盘活岗
位资源。对引进高层次人才和急需
紧缺人才一律使用特设岗位聘用，不
挤占现有人才职业发展空间，避免出
现“引来女婿气走儿子”的现象。

创新评价激励机制，
让人才活力释放出来

重庆某科技公司副总经理兼工
程技术中心主任张帮奎，因业绩突
出、发明专利多，帮助企业实现年产
值30亿元以上，今年上半年通过特
殊人才“绿色通道”直接被评定为高
级工程师。

针对反映突出的唯论文、唯职
称、唯资历等问题，我市改革人才评
价激励机制，切实让专家人才放开
手脚，树立鲜明的干事创业导向。
我市进一步完善职称评价标准、健
全职称制度体系，创新评价机制，分
类制定评价标准，突出品德、能力和
业绩评价，不将论文作为评价应用
型人才的限制性条件；畅通特殊贡
献人才、留学归国人员、博士后研究
人员职称评定“绿色通道”，不拘一
格选拔人才。同时，下放人事管理
权限，对市属高校自主开展的教授、
副教授评审，市级有关部门不再审
批评审结果，不再行文和发证，实行
事后备案管理。

激发人才干事创业积极性，需
要好的激励机制。我市充分发挥绩

效工资导向作用，建立动态调整机
制，将原来的“绩效工资+高出部分”
调整为“基础绩效+超额绩效”，对超
额绩效实行一年一核，上下浮动。
在核定的绩效工资总量内扩大高校
等事业单位自主分配权，允许尝试
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自主分配。市
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在我
市公立医院改革过程中，绩效工资
考核分配突出向临床一线、高风险
岗位、业务骨干等医务人员倾斜，体
现医疗卫生人才的技术劳务价值。
试点医院较改革前，职工绩效工资
水平增长了5%-20%，有效调动医
疗卫生人才的积极性，提高医疗服
务水平，提升患者满意度。

据了解，我市在原事业单位14
项不纳入绩效工资总量管理的基础
上，新增引进具有博士学历人才的
一次性补助、市外各级（含国家）财
政科研项目资金的间接费用绩效支
出等项目，单列管理项目达到20
项，进一步加大激励力度。

同时，下放科技成果使用权、处
置权和收益权，实行两个“不低于
50%”的激励政策，即对科技人员的
奖励不低于净收入的50%，主要贡
献人员获得的奖励份额不低于奖励
总额的50%。同时，探索在项目立
项之初或之前，明确科技成果权益
分配比例，进一步调动科研人员开
展成果转化的积极性。如西南大学
智能传动工程中心薛荣生教授团队
研发的AAT技术（电动汽车自适
应自动变速器），获国际发明专利3
项、国内发明专利近100项，在电动
汽车、电动摩托车、金属切削机床等
领域成功转化，项目转让合同金额
达3亿元。

创新人才服务保障机
制，让人才留下来

市委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说，为
了让人才愿意来、留下来，我市聚焦
各类高层次人才发展需求，着力从
平台建设、金融支持、服务保障等方
面发力，大力营造近者悦、远者来的
良好人才生态。

在平台建设方面，着力打造一
批有影响力的科技型企业、高端研
发机构、高新园区、创投机构等，为
各类人才提供施展抱负的广阔空
间。目前，我市拥有8个国家重点
实验室、23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0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同
时，大力引进国内外一流教育资源，
如与中国科学院大学合作建设重庆
学院，积极推动与中国人民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等知名高校战略合作，
联合共建学院、研发平台等。

在强化创新创业金融支持方
面，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全市的种
子、天使、风投3支引导基金直接参
股组建子基金累计达到77只、总规
模207.1亿元，3只引导基金累计投
资项目 931 个、金额约 126.25 亿
元。全市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改革范
围进一步扩大，437家科技型企业
共获贷款11.91亿元。

在团结引领和服务保障方面，
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委联系服
务专家工作的实施意见》，建立党政
领导干部直接联系服务人才机制，
推动领导干部与专家交朋友、结对
子，帮助协调解决困难和问题。同
时，深入实施人才服务证制度，为持
证的高层次人才提供包括子女入学、
看病就医、居留许可及签证办理、优
先申报人才项目、学术沙龙、休假疗
养等便利服务。建立市、区两级高层
次人才“一站式”服务平台，为人才提
供全程代办服务。目前，除“看病就
医”等个别项目需持证人到现场办理
外，其他事项均可代办服务。截至目
前，全市共发放人才服务证594张，
为高层次人才提供服务3127人次，
营造了重视人才、尊重人才、服务人
才、成就人才的良好氛围。

前不久闭幕的2018重庆国际
人才创新创业洽谈会，吸引了诺贝
尔奖获得者、50位中外院士、13位
知名企业家以及来自38个国家和
地区的1300余名高层次人才参会；
大会正式签约引进人才268人、落
地项目163个，引起广泛关注。

如今的重庆，人才充分涌流，活
力竞相迸发，正在成为创新创业的
热土，识才、爱才、用才、容才蔚然成
风，正以更加开放的理念聚集人才、
更加灵活的机制服务人才、更加优
越的环境成就人才。

破除影响人才发展的体制机制
障碍，为人才营造舒心满意环境

我市建立人才
“近悦远来”新机制

本报记者 陈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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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项重点治理提升行动

“两江四岸”将发生这些变化
本报记者 廖雪梅

12月18日“出炉”的《重庆市主
城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实施方案》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要求，紧紧围
绕“山清水秀生态带、立体城市景观
带、便捷共享游憩带、人文荟萃风貌
带”目标，在“两江四岸”重点开展25
项治理提升工作。

一系列治理提升行动推进，将使
“两江四岸”发生哪些变化？重庆日
报记者根据《实施方案》梳理出部分
亮点，向读者展示未来重庆“山水城
桥”交相辉映的新风采，展示“两江四
岸”水清岸绿的休闲新体验。

关键词：山清水秀的生态带
亮点：打造清水绿岸示范工

程，珊瑚公园弹子石公园聚贤岩广
场等将建“生态桥”

打造山清水秀的生态带方面，
《实施方案》要求，将加强污染治理，
分类整治护岸，优化岸线功能，开展
城市水体整治和消落区生态保护和
修复，重塑“两江四岸”生态功能，构
建多层次、多色彩的滨江绿带系统，
让“两江四岸”水更清、岸更绿、景更
美。

治理提升亮点包括：重点开展嘉
滨路临江门段、北滨路忠恕沱段、沙
滨路磁器口段、九滨路珠江花园段护
岸整治；构建“梯级滞蓄、溪水常流、

自然补给”的河湖连通系统，打造清
水绿岸示范工程；在珊瑚公园、弹子
石公园、聚贤岩广场等处构建滨江绿
地与消落区之间的“生态桥”，联通陆
地生态系统与河流生态系统等。

关键词：立体城市的景观带
亮点：戴家巷龙门浩聚贤岩等

地将建观景眺望设施，重庆将从
“桥最多之都”变成“桥最美之都”

打造立体城市的景观带方面，将
优化调整岸上、岸下城市功能布局，
提升滨江建筑品质和跨江大桥景观，
优化城市天际轮廓线，提升夜景灯饰
效果，打造具有山城、江城特色的城
市景观，彰显“山、水、城、桥”立体之
美。

治理提升亮点包括：加强鹅岭—
浮图关—化龙桥—平顶山中央山脊
线景观治理，展现滨江“绿壁”；严控
5个“四山”眺望点、14个城中山体眺
望点视域中的建筑高度，“两江四岸”
核心地带原则上不再新建高层住宅；
重点对核心区域的渝中半岛、江北
嘴、弹子石的超高层地标建筑进行研
究论证，打造优美的滨江天际线；推
进“两江四岸”主色调研究，加强城市
色彩管控；丰富现有跨江大桥绿化景
观层次和色彩，提高跨江大桥夜景灯

饰效果，让每座大桥都成为艺术精
品，使重庆从“桥最多之都”变成“桥
最美之都”；重点打造戴家巷、龙门
浩、聚贤岩广场、弹子石码头、海棠烟
雨、李子坝轻轨站等观景眺望设施，
让市民更好地观赏滨江美景等。

关键词：便捷共享的游憩带
亮点：北滨路南滨路沙滨路九

滨路等滨江步道将贯通，新建跨江
大桥与滨江路垂直升降梯

打造便捷共享的游憩带方面，将
突破滨江地带狭长空间限制，完善公
共服务设施、景观环境设施、市政配
套设施，打造开放共享的滨江公共空
间，创造丰富多样的空间环境，让市
民走得进来、留得下来，聚集人气、激
发活力。

治理提升亮点包括：重点推进塔
山公园、沙滨耍坝公园、珊瑚公园、弹
子石CBD滨江公园等建设；推进渝
中半岛、北滨路、南滨路、沙滨路、九
滨路等滨江步道的贯通，打造滨江户
外健身、休闲长廊；新建跨江大桥与
滨江路垂直升降梯，解决大桥与滨江
路高差大、绕行远、步行不便的问题；
推进轨道站点与滨江路连接道路或
步道建设，加强常规公交与轨道站
点、旅游码头的接驳与换乘；统筹布
局垃圾收集、公共厕所等卫生设施，

并结合现有码头合并设置水上垃圾
上岸收集点等。

关键词：人文荟萃的风貌带
亮点：打造特色“两江”游，启

动嘉陵江索道选址复建，推进水上
巴士线路与站点研究

打造人文荟萃的风貌带方面，将
以历史文化资源保护为抓手，串联

“两江四岸”重要历史文化保护区，完
善旅游交通设施，打造精品旅游路
线，展示城市记忆。

治理提升亮点包括：重点推进渝
中区太平门等城墙及城门遗址保护
和南宋衙署遗址公园建设，融入历史
文化元素，打造朝天门片区“一号工
程”，传承发展“母城”文旅产业；推进
磁器口、湖广会馆、慈云寺—米市街
—龙门浩、第十兵工厂等传统风貌街
区的保护和修缮；以“故宫南迁博物
馆”筹建为契机，依托文化遗产布局
系列主题文博馆；打造特色“两江”
游，开发多种“两江游”游览方式，串
联“两江四岸”重要历史文化资源；启
动水上巴士线路与站点研究，启动嘉
陵江索道选址复建，形成以旅游功能
为主、兼顾通勤功能的两江特色交通
系统；结合旅游景点，试点推动滨江
路建设有轨电车，开行滨江路旅游巴
士线路等。

使“山、水、城、桥”相互辉映的美景成为重庆城市名片

主城区“两江四岸”
治理提升实施方案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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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四岸”治理提升
范围：沿长江，上起九龙坡
区西彭镇，下至江北区五宝
镇；沿嘉陵江，上起北碚城
区，下至渝中区朝天门。河
道中心线长度约180公里，
两侧岸线总长约 394 公里
（含江津段30公里）。

近期，也就是 2018 年
至 2022 年，我市将重点治
理提升主城中心区域的滨
江地带，岸线总长约109公
里，包括嘉陵江北岸（高家
花园大桥至大佛寺大桥）
17.8 公里，嘉陵江南岸（双
碑大桥至朝天门）16.3 公
里，长江北岸（鱼洞长江大
桥至朝天门）34.3 公里，长
江南岸（龙洲湾至寸滩大
桥）40.6公里。

远 期 治 理 提 升 范 围
为除近期治理提升范围
以 外 的 其 他 岸 线 ，长 约
285 公里。

“两江四岸”治理提升范围示意图

嘉陵江段
“两江四岸”治
理提升范围：
沿嘉陵 江 上
起北碚城区，
下 至 渝 中 区
朝天门

鱼洞长江大桥

长江段“两江四岸”治理
提升范围：沿长江上起九龙坡
区西彭镇，下至江北区五宝镇

近期整治范围

远期整治范围

五宝镇

寸滩大桥

嘉陵江北岸：高家花园大
桥-大佛寺大桥，17.8公里

制图/张辉 王艺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