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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有所需
民生实事就有所呼应

“我们家正在装修，准备明年搬过
来，孩子能读公立幼儿园就放心了！”前
不久，正在盘龙新城跑装修的高巧珍在
社区打听到蟠龙小学幼儿园有望明年
建成开园，心头的石头顿时落了地。

“民生实事要办实，当民有所需
时，政府就应在实事上有所呼应。”九
龙坡区相关负责人说，今年8月，区里
根据群众的需求，出台了落实保障和
改善民生任务工作方案，针对“幼有所
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七个
有”和“食有所安”、“身有所保”、“需有
所应”，将民生实事工作细化为10个
方面的专项工作任务，形成九龙坡“十
有”民生体系的总体安排。

九龙坡区这“十有”民生体系涵
盖了人民群众衣食住行、生老病死、
安居乐业等全生命周期、高品质生
活、多样化追求的方方面面，展现出
了九龙坡人民对“十全十美”幸福生
活的美好愿景，同时也体现了全区各
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全心全意”为
人民的庄严承诺。

“我们这‘十有’民生体系，每一
个方面都有具体的任务。”九龙坡区
相关负责人说，比如“需有所应”专项
任务的便民设施服务中，就要在近期
完成“增绿添园”新建项目15个；新
增对外开放社会公厕28座，完成6座
移动公厕的建设，新建旅游厕所 5
座，农村改厕项目施工17194户；建
成54个公共直饮水点，设置60台直
饮水机；完成12000户居民用水提质
工程；新建4个停车场等。

为保证这“十有”民生体系落到
实处，九龙坡区委成立了落实保障和
改善民生任务推进组，搭建起了“1+
1+10”的工作架构，即构建起“1个推
进组统筹安排、1个办公室综合协调、
10个专项分工负责组”的推进模式。

办好老百姓最急需的事
才能让百姓生活幸福美满

11月2日，九龙坡区谢家湾小学
获得第三届中国质量奖，这是全国教
育领域获得的首个质量奖。别看只
是一个质量奖，这可以说是九龙坡区
在办民生实事中，满足群众最急需问
题的重大成果。

教育是群众最关心的民生实事，
因而，在“学有所教”专项实事中，九
龙坡区全面推进义务教育薄弱学校
基本办学条件改善，改善24所学校
设施设备，改善12所学校校舍，新增
和改造校舍面积约6.6万平方米。建
成全市首个校园网站群管理系统和
校园微信直播平台，中小学“数字校
园”建成率达100%。为满足群众对
幼儿教育的所需，区里通过转制、回
购、引进等方式，成公办、普惠学前教
育占主导的格局。今年，为群众在家
门口增加了31所幼儿园。在继续教
育上，探索建立起“创业+技能”、“互
联网+”等创业培训模式。

“要满足老百姓对幸福生活‘十全

十美’的向往，在办民生实事中，就得努
力办好群众最急需的事。”九龙坡区相
关负责人说，区里的这“十有”民生体
系，特别注重解决群众最急需的问题。

如在“病有所医”专项实事中，九
龙坡区加快了区精神卫生中心迁建
项目的建设，目前，这一工程的主体
已经完工；围绕家庭医生签约等服
务，完成了三大信息系统建设；在满
足群众对优质卫生资源需求中，区里
与杭州树兰医疗管理集团签订协议，
在区人民医院落户了重庆市首个区
级院士专家工作站。

在满足群众需求中，九龙坡区从
一些群众身边的小事做起，让群众有
获得感。如在“需有所应”专项实事

中，在公共厕所内安装了扫描取纸设
备，这在全市尚属首例。全国首台拥
有发明专利的大件生活垃圾破碎压
缩车在九龙坡区投入使用。运用指
纹识别、人脸识别、电子签名等方式，
探索实施“智慧救助”等。

办好民生实事，九龙坡区将惠民
生与促发展进行融合，培育民生经济
增长点。如在“老有所养”实事中，就
在全市率先推出“线下实体服务+呼
叫中心+服务终端”和“先服务后付
款”的运营模式，使养老产业逐渐成
为全区经济增长新动能。在文化体
育惠民方面，通过引进WESG（世界
电子竞技大赛）全球总决赛，推进了

“智慧体育”项目建设，促进了体育文

化消费，带动了消费升级。

围绕群众的生活安全感
办好民生实事

九龙坡区在网上作过调查，群众
对生活安全感需求最强烈的，是食品
安全、人身安全、收入保障和住房保
障。因而，围绕群众对幸福生活的

“十全十美”向往，区里集中精力，做
好这四方面的民生保障。

食品安全是群众最看重的，九龙
坡区从“厨房安全”做起。在九龙坡，
群众如今可以在酒店里看厨师“直
播”做菜。区里推行的“网络厨房”系

统，不仅可以把食品安全相关信息和
记录纳入信息化管理，消费者可以通
过它实时查看厨房食品加工过程以
及相关食品安全信息等；在食品安全
中，区里推行了“明厨亮灶”工程。截
至目前，全区共有超过1200家餐饮
单位实现了“明厨亮灶”。其中，学校
及幼儿园食堂的“明厨亮灶”普及率
已经达到95%以上。

就业是群众增加收入，美好生活
的保障，九龙坡区围绕实现更高质量
和更充分就业，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增
加了就业。截至11月底，全区新增城
镇就业51933人，并通过发放创业担
保贷款 3412 万元，开展职业培训
5102人，促进了创业促进就业。

让群众有一个温暖的“窝”，这是
幸福生活起码的要求。今年初，九龙
坡区民政局通过走访摸排，对全区农
村有住房困难的住户实施了危旧房
改造等，保证了农村居民住有所居。
在城镇，则进行了棚户区改造。今
年，全区有3500户棚户区居民的住
房得到了改善。

在防范群众安全风险上，今年九
龙坡区共梳理出群众反映强烈的涵盖
政治、经济金融、社会治安、公共安全、
社会稳定、网络六大领域的69项风险
和71个项目，并逐一加以解决。

到今年11月底，九龙坡区所制
定的“十有”民生体系中所涉及的
68项大工程、2大计划、37项改革任
务都有序推进；市委、市政府部署
的15件民生实事基本完工；计划投
入80亿元的83个年度重点民生项
目已全部启动实施。

“区委、区政府部署的‘十有’
民生体系，有效地呼应了全区群众
对‘十全十美’幸福生活的向往。”
九龙坡区相关负责人说。

改革开放40年来，旅游业持续
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拉动经济发展
的重要动力，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
平的重要产业。今年5月16日召开
的全市旅游发展大会，市领导借用

“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
下大同”来阐释旅游，并强调打造重
庆旅游业发展升级版是必然之举，
是赢得优势、赢得主动的当下之需
和长远之策。

切合资源和文化特色
唱响“江山多娇城·龙凤呈
祥地”

九龙坡区迅速贯彻落实全市旅
发大会精神，于6月20日召开全区
旅游发展大会，正式提出了围绕“三
高九龙坡、三宜山水城”总愿景，唱
响“江山多娇城·龙凤呈祥地”全域
旅游定位，扮靓“五只金凤凰”，走特
色化、品牌化道路，打造全域旅游发
展升级版。

“‘江山多娇城·龙凤呈祥地’全
域旅游发展定位是对重庆‘山水之
城·美丽之地’目标定位和‘行千里·
致广大’价值定位的落地和落实，切
合了九龙坡的旅游资源和文化特
色。”九龙坡区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

这里是江山多娇城。
在432平方公里大地上，长江西

进东出，30公里岸线风景如画，大溪
河、梁滩河、跳磴河、桃花溪蜿蜒流
转，河湖交错，温泉富集；中梁山、缙
云山两山巍峨，寨山坪、马鞍山、九凤
山等群峰逶迤，是典型的江城和山
城。一代伟人毛泽东在1945年赴重
庆谈判飞机降落九龙铺机场时，当目
睹到这片壮美律动的山水时，便公开
发表其所写的《沁园春·雪》，抒发了

“江山如此多娇”的诗情。
这里是龙凤呈祥地。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处处有

“龙”：九龙滩、九龙桥、九龙寺、九龙
半岛、九龙镇、九龙村、含谷火龙等。
这里不仅是“龙”居之地，还是“凤”栖
之所，有金凤镇、九凤山、九凤村、云
凤寺、龙凤寺、凤栖湖等，尽显九龙坡
的山水之美、生态之美、风光之美，象
征着九龙坡的生命之美、生活之美、
人文之美，这是一种诗意空间、一种
生活态度、一种向往境界。

扮靓“五只金凤凰”
做强特色旅游品牌

在打造全域旅游“升级版”中，
九龙坡通过全域规划、全要素整合、
全景点提升，集中力量建设具有标
志性、引领性、带动性、震撼性的“五
只金凤凰”特色旅游品牌。

——九龙国际文化艺术半岛，
凸显江城特色，打造新时代重庆主
城新地标。

九龙半岛三面环江、区位独特，
江岛相拥、视野开阔。四川美院、重
庆发电厂、火车南站等重庆历史文
化地标根植其间，人文底蕴深厚，是
重庆重要的绿脉、艺脉、文脉、业脉
所在。可以说，九龙半岛是九龙坡
的宝岛、重庆的宝岛。九龙坡区将

通过高点谋划，打造成国际文化艺
术半岛，建成新时代重庆主城新地
标，使其成为长江经济带上文旅城
深度融合的一颗闪亮明珠。

——中梁山森林公园，保护绿
水青山，打造都市生态风景区。

九龙坡的“脊梁”中梁山，山体
森林覆盖率超过90%，层峦叠嶂、林
深泉涌、风景如画，是重庆主城重要
的生态屏障、城市“肺叶”。前些年，
九龙坡就前瞻性地实施了中梁云峰
等区域生态搬迁，使中梁山成为主
城区保护最好的山脉。这里将通过
高水平整体开发，打造成为集体观
光游览、生态休闲、文化体验等功能
于一体的都市生态区，将中梁山森
林公园建成在全国具有独占性和震
撼力的知名旅游品牌，在重庆名山
旅游品牌中独占鳌头。

——抗战兵工旧址博物馆群，
传承兵工文化，打造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

兵工文明是九龙坡工业文明的
重要源头，兵工文化是九龙坡工业
文化的根和魂。九龙坡“百年工业”
起于兵工、兴于兵工，留下了独特的
兵工文化遗址。抗战兵工旧址博物
馆群沿长江超过2公里、规划区域
超过1平方公里，依山临江，拥有5

层立交、近百根桥柱，“江、山、桥、
岛、洞、崖”一体的独特景观极具视
觉冲击力。目前，依托抗战时期和
国家“三线建设”时期留下的50多
个防空洞和厂房旧址，重庆建川博
物馆聚落已建成8个特色博物馆，
还将继续挖掘和整合各类历史文化
资源，打造“三线建设”、“重庆谈
判”、“国防战争”、“民防教育”、“龙
文化”、“珍贵藏书”等一批特色博物
馆，最终将建成30个博物馆，馆藏
30余万件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超过100 件。集聚形成抗战兵工旧
址博物馆群，打造成国家级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
AAAAA级景区。

——都市乡村温泉城，整合乡
村资源，打造“都市乡村+温泉”特色
旅游品牌。

当今，乡村山水田园、优美环
境、良好生态越来越成为稀缺资
源，九龙坡区中梁山以西超过240
平方公里的乡村区域尚未充分开
发，这里有数量多、品质高的温泉
资源，已开发出贝迪颐园、上邦、天
赐、海兰云天等中高端温泉品牌，
是重庆“世界温泉之都”的核心支
撑，有发展都市乡村旅游的广阔空
间。阡陌田园，宁静村落、访古镇、

走驿道、听故事、骑马射箭、登健身
步道、攀岩等，九龙坡区将以高质
量建设铜罐驿等田园综合体为抓
手，整合山水田园、乡土文化、温
泉、运动等特色资源，推动乡村旅
游和温泉提档升级。美丽的都市
乡村叠加优质温泉，完全有基础、
有条件打造成全国知名的“都市乡
村+温泉”特色旅游品牌。

——寨山坪风景区，融合自然创
新，打造一体化国际化旅游休闲胜地。

寨山坪是典型的“平地起高
台”，是大自然赐给九龙坡的又一宝
贝。登上山顶，中梁山、缙云山两山
之间广阔区域尽收眼底。山顶有
美景也有故事，3.5 平方公里平地
生态良好，明末张献忠立寨筑城的
遗迹犹存，玉泉寺等遗址依稀可
见，历史文化、兵家重地赋予寨山
坪更多传奇色彩。九龙坡区将立
足长远、通过总体谋划，将寨山坪
山顶开发与周边高新区金凤、含谷
片区联动规划，将自然生态与创新
生态相融合，山上山下集成中央公
园、“孩之宝”综合体、“创新工场”
等文商旅项目，一体打造成自然、
人文、娱乐和创新创业等特色元素
有机统一的高品质、国际化的旅游
休闲胜地。

重庆建川博物馆聚落贝迪颐园温泉度假区寨山坪 摄/谈家骐

食有所安——明厨亮灶需有所应——直饮水

老有所养——杨家坪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住有所居——公租房建设

“五只金凤凰”助九龙旅游再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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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龙坡 “十有”民生体系呼应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九龙半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