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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8 年 市 人 大 工 作 巡 礼 · 建 议 办 理

2 0 1 8 年 市 政 协 工 作 回 眸 · 提 案 办 理

今年1月1日起，重庆主城区长江索道、歌
乐山烈士陵园、两江游船舶正式进行网上实名
制购票管理，此举能够有效杜绝囤票、倒票等
乱象。

两江游等旅游产品的逐步规范离不开市
人大代表的呼吁。在去年初召开的市五届人
大一次会议上，市人大代表胡大章、龚举品、邓
明鉴分别就推动重庆旅游优质发展，提交了三
份建议。

针对代表提出的着力培育旅游精品，规范
旅游市场，提升旅游服务质量等建议，去年我
市大力推进旅游标准化建设，着力抓好“一日
游”“两江游”“三峡游”“出境游”市场整治。相
关数据显示，2018年，“两江游”共发送游客

235万人次，同比增长15%。

代表建议：着力培育旅游精品，
规范旅游市场

“我市旅游发展势头强劲，但与其他城市
旅游发展相比，我市旅游业仍然存在一些问
题，如产品单一、缺乏旅游精品，从业人员综合
素质不高，都市旅游形象和旅游资源建设宣传
缺乏自身特色等。”邓明鉴代表认为，我市在推
进旅游行业优质发展过程中，应着力培育旅游
精品，完善公共服务，规范旅游市场，树立旅游
形象。

龚举品代表将目光放到了长江三峡的湖
光山色上。他建议，将长江三峡旅游打造成
为以人文情怀体验旅游为核心、生态休闲度
假旅游为主体、山水峡湖观光旅游为基底的
旅游整体品牌影响力巨大、客源市场广阔、大
旅游产业联动发展、区域内一体化融合发展、
区域外产业辐射力强、联动周边地区协力发
展的“中国长江三峡国际黄金旅游带精华段、
大三峡国际黄金旅游目的地核心区”，加快推
进渝东北长江三峡湖光山色之旅精品旅游干
线的打造。

胡大章代表则希望市委、市政府进一步支

持万盛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帮助引进国内知
名旅游企业和服务品牌合作，多渠道引进培育
市场主体。鼓励社会资本通过独资开发、组建
混合所有制企业及PPP、景观+地产、合作经营
等模式参与万盛旅游开发营运，促进旅游产品
及经营管理集团化、品牌化。

部门答复：提升旅游品质，开展
“利剑行动”营造良好旅游环境

原市旅发委分别就三项建议的办理情况
给予了回复函。复函显示，为加快我市旅游的
发展，去年市委、市政府制定了《关于加快全域
旅游发展的意见》，明确了未来三年我市旅游
的发展布局：一是做强“大都市”国际旅游目的
地；二是做优“大三峡”黄金旅游目的地；三是
做靓“大武陵”精品旅游目的地。

2018年以来，全市旅游行业全力着眼打造
旅游业发展升级版，以打好“五张牌”为着力
点，全力推进旅游产业改革发展、转型升级、提
质增效，全市旅游业实现了持续快速健康发
展。

同时，我市大力推进旅游标准化建设，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旅游标准化年建设活动；深入
推进全市旅游环境综合整治，以“利剑行动”为

统领，以整治“四黑”问题为重点，继续抓好“一
日游”“两江游”“三峡游”“出境游”整治；加大
景区、饭店、游船、温泉等质量监管，开展“放心
消费创建”和“百城千业万企对标达标提升活
动”，试点旅游购物“无理由退货”，提升投诉负
面舆情处置能力，营造良好的旅游环境。并严
格落实旅游安全监管措施，增强旅游突发事件
预警预防和应对处置能力，加快“渝云景安”建
设。

在渝东北长江三峡旅游方面，我市明确提
出打造渝东北环长江三峡湖光山色之旅，分解
目标为建设国际内河邮轮旅游精品、长江三峡
国家旅游风景廊道、长江三峡文化旅游长廊和
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4大项目。

在万盛经开区全域旅游方面，原市旅发委
指导万盛经开区编制完成《万盛经开区全域旅
游发展规划》，以旅游产业为核心，统一规划布
局，整合资源，统筹部署，形成“一城两带两区
五镇”的全域旅游产品布局，大力发展生态旅
游、体育旅游、乡村旅游。

未来可期：将推动水上旅游“一
票到底”，在朝天门建设旅游集散中心

未来我市旅游如何发展？市文旅委表

示，我市将准确对接“两江四岸”规划，开发打
造、不断优化“两江游”线路，在对现有核心区
域线路产品进行进一步包装打磨和提档升级
的基础上，探索开发两江夜景游、都市白天游
产品，将“两江四岸”沿岸的重点景区景点进
行串联，推进水陆联游产品结合，围绕游线搞
好基础设施配套建设，丰富和提升休闲游、深
度游体验。

目前，市级有关部门牵头搭建并完成了票
务智能化管理运行平台，实施联网实名制购票
和智能化验票，规范“两江游”票务销售市场，
有效杜绝囤票、倒票等乱象。下一步，我市还
将研究推动水上旅游“一票到底”，为广大游客
提供方便、快捷、优质的服务，并在朝天门区域
选址建设水上旅游集散中心和游船靠泊设施，
为水上旅游提供集交通集散、团队接驳、信息
咨询、票务预订、消费购物、候船赏景等多种功
能于一体的综合配套服务平台。

我市已将渝东北地区旅游带动作用强的
普通干线公路建设改造项目列入全市交通建
设三年行动规划，通过交通三年会战，将实现
环线里程491公里，新增大昌古镇、潭獐峡、普
安恐龙化石基地3个3A级景区公路连接，实现
渝东北片区东部和北部的小三峡、红池坝、亢
谷、雪宝山之间形成环线闭合。

2020年，我市将完成G348万州至万州
大瀑布、G242 永安至天坑地缝道路改造升
级工程，积极推进渝东北区域县与县、县城
与景区、景区与景区之间的公路和快捷通道
建设。

规范旅游市场“两江游”船票开始实名制
本报记者 颜若雯

蔬菜大棚控制系统中安装有大量传感器，
实时采集大棚内的温湿度、二氧化碳浓度以及
棚外降水量等参数，即使不在现场，通过手机
就可以及时采取措施，来调控棚内的温湿度
等，以保证农作物有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
这是潼南国家农业科技园区蔬菜博览中心

的一个场景，而这，只是重庆农业发展的一个
缩影。

这些农业现代化、农旅融合等成果的取
得，离不开政协委员的建言献策。市政协五
届一次会议上，市政协民建界别提交了《深
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农村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的提案，助力我市农业提档
升级。

委员建议：调整优化农村产业
结构，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提案提到，重庆是一个集大工业和大农
业、大城市和大农村、大库区和大山区并存的
复合型城市，农业农村经济在经济社会发展中
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一直以来，我市
农业也存在一些问题：产业规模小，产业结构
同质化严重；农业用地日趋紧张，产业用地矛

盾更加突出；农村产业融合发展的产业布局、
空间布局等缺乏远景规划；监管难度大、投资
效益不能有效体现等。

提案建议，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调整优化农村
产业结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促进农业体制
机制创新，合理配置农业要素，推进农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
村增绿。

在市政协委员、民建重庆市委秘书长周吉
看来，应优化产品产业结构，着力推进农业产
业融合发展，促进农业提质增效；以科技创新
为支撑，引领现代农业发展。引进培育和普及
推广良种，加大适宜机械化生产、优质高产高
效新品种选育力度。

此外，应培育壮大农村新产业新业态，着
力构建农业与二三产业交叉融合的现代产业

体系，发挥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乘数效应，抓
好农村电商、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产业新
业态，支持各类人才到农村创业。

多个部门共同研究办理，已出
台相应措施

提案得到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的高度重
视，经与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商务委、
市水利局、市林业局等部门的共同研究办理，
已出台相应措施。

市农业农村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步，他们将重点抓好三项工作。一是大力发展
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聚焦柑橘、榨菜、生
态畜牧、生态渔业、茶叶、中药材、调味品、特色
水果、特色粮油、特色经济林十大类特色产业，
进一步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力争到2020年，将
粮经作物面积比调整到40：60。二是大力创建

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力争到2020年，创建市
级以上“特优区”和现代农业园区各10个，建设
各级各类产业园200个、田园综合体4个，打造
一村一品专业村1000个。三是大力推进农业

“三品”建设。制定农业品种品质品牌建设工
程实施方案，力争到2020年，创建“三园两场”
500个，认证农产品产量迈上千万吨台阶、占全
市农产品总产量的30%以上，农业标准化生产
普及率达到30%以上。

下一步，将加快农业信息化智能化发展，
打造20个智慧农业示范基地，推进3个农业特
色互联网小镇建设，实现8068个行政村益农
信息社全覆盖。并开展全程机械化服务试点，
实施100万亩机械化绿色轻简生产示范。

与此同时，还将实施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
精品工程，打好“乡村牌”，做好“旅游+农业”文
章，打造100条精品线路，创建一批示范乡镇
和示范村，扶持一批经营主体，力争到2020
年，乡村旅游综合收入达到1000亿元。做优
乡村服务业，大力发展农村生产性服务业和生
活性服务业，力争到2020年农业生产全程社
会化服务覆盖50%的乡镇，农村社区生活服务
网点覆盖80%以上的行政村。

调整优化农村产业结构 促进农业提档升级
本报记者 李幸

在去年初召开的市五届
人大一次会议上，市人大代表
胡大章、龚举品、邓明鉴分别
就推动重庆旅游优质发展，提
交了三份建议

市政协五届一次会议
上，市政协民建界别提交了
《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
发展》的提案，助力重庆农业
提档升级

（上接1版）
按照实施方案要求，该项目已开

展了文化专项策划，通过叙述江北的
人文历史，挖掘和完善如“渝关雄开、
府城三台、莺花晚渡”等人文景点设
施，打造精品旅游路线，展示城市记
忆，并对项目内的交通、观赏、智能、安
全、排水海绵城市、驳岸护坡处理、植
物系统等进行了深化和完善。

线上贯通
设置慢行系统，利用绿

化空间与桥下空间布设步道
与自行车道

江北区江河岸线有104公里，其
中长江岸线 68.3 公里，嘉陵江岸线
18.7公里，御临河岸线17公里，是主
城九区中滨江岸线最长的区。

“我们围绕打造‘山清水秀生态
带、便捷共享游憩带、人文荟萃风貌
带、立体城市景观带’的目标定位进行
规划设计。”项目建设业主中鹏公司负
责人介绍，江北区江河岸线将突出夜
景、城门、亲水、文化等特色，形成“一
园两区五景多点”的规划结构，以江北
城历史文化演变为核心主题，对交通
设施、景观设置、驳岸处理、植物配置、
安全防护、市政排水、景观照明、智能
化等系统进行专项设计；对全线植物
重新梳理，做到色彩变化、季相变化、
层次变化、种类变化，使整体景观设计
达到近看有细节，远观有效果。目的
就是打造出极具功能性和文化彰显力
的世界级滨江亲水岸线。

同时，按照“线上贯通”的思路，北
滨路东延伸段的项目建设将以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为理念，全线贯通设置慢
行系统，利用绿化空间与桥下空间布
设步道与自行车道；对外侧岸坡及滩
涂实施绿化、美化和湿地保护，配套休
闲、健身、市政设施，并同步建设滨江
湿地公园、抗战遗址公园等6个市政
公园。

北滨路东延伸段工程起于北滨二
路溉澜溪塔子山公园，止于唐家沱老
街，沿江岸线约11.4公里，这既是一
条交通路、景观路，也是一条文化路、
产业路，建设内容包括道路、桥梁、隧
道、综合管网、照明、景观及其附属设
施等。

“这是江北构建‘五纵九横十联
线’城市路网体系中的骨干道路。”
江北区相关负责人称，该项目将进
一步强化长江岸线防护、提升周边
人居环境、优化沿线产业布局，串联
起江北文脉水脉，“建成后将推动中
下段地区滨江经济纵深发展，推进
铁山坪、唐家沱片区的产业升级、经
济腾飞。”

面上提升
围绕“四带”目标定位，

实施25项重点工作

重庆主城区长江、嘉陵江滨江岸
线总长约394公里，“两江四岸”治理
提升工作将通过3至5年的努力，把
主城区“两江四岸”打造成为“河畅、水
清、岸绿、景美”的一流生态滨水空间。

据介绍，围绕“四带”目标定位，“两江
四岸”治理提升过程中将实施25项重
点工作。“四带”即：

一是打造山清水秀生态带。主要
包括治理环境污染顽疾、分类整治滨
江护岸、优化滨江岸线功能、修复自然
生态系统、开展城市水体整治、绿化美
化江岸设施等6项重点工作；

二是打造立体城市景观带。主要
包括优化滨江城市功能、优化滨江建
筑布局、优化建筑天际线、提升建筑形
象品质、优化“第五立面”、提升跨江大
桥景观、提升山城夜景效果、建设观景
眺望设施等8项重点工作；

三是打造便捷共享游憩带。主要
包括拓展滨江开敞空间、建设滨江绿
地公园、丰富滨水活动空间、完善滨江
休闲步道、优化滨江交通系统、提升公
交服务水平、优化公共服务设施、景观
环境设施、市政环卫设施等9项重点
工作；

四是打造人文荟萃风貌带。主要
包括保护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特色“两
江游”2项重点工作。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主城区394公里滨江岸线治理提
升工作按近期和远期分步实施。其中
近期（2018—2022年）治理提升范围为
主城中心区域的滨江地带，总长109
公里；远期治理提升范围为除近期以
外的其他285公里滨江岸线。

到2022年，“两江四岸”治理提升
工作可基本完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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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城“两江四岸”将打造成一流生态滨水空间

主城区“两江四岸”将打造成为“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一流生态滨水空间（效果图）。（江北区委宣传部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