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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王亚同
实习生 周传勇）1月15日，铜
梁区淮远河白龙大桥至傅家桥
段，各种工程机械正紧张作业。
据介绍，这是铜梁正在打造的城
市原乡风情滨河风光带，预计将
于今年底完工。

“城区淮远河防洪护岸综合
整治工程是我区今年的重点项
目，也是助推城市品质提升的重
点工程之一。”铜梁区水利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该项目包括河道整
治、绿化景观打造和滨河步道、市
政道路、停车场建设等项目，将
按照原乡风情生态宜居的目标
打造全长6.65公里长的滨河休
闲风光带，预计将于今年底完工。

“过去河道低矮且河堤垮塌
严重，每到夏季常常遭遇洪水泛
滥。同时，河道两岸绿树稀少、环
境较差，与现代化的城市环境极
不匹配。”该负责人介绍，为此，当
地决定依托淮远新区对城区段河
道进行综合治理，该项目计划投
资19131万元，将新建防洪标准
为20年一遇的防护工程10公里。

随着淮远河综合治理紧锣
密鼓地开展，该区还筹集6亿元
资金，沿河道向两侧扩展打造淮
远河片区风光带，辐射面积约
6.2平方公里的淮远新区，着力
推进新区城市品质提升，与邻近
的玄天湖片区融为一体，打造

“山水田林共融的生态新城”。

铜梁打造城市原乡风情滨河风光带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
推动“大城细管、大城智管、大城
众管”，调动社会各界广泛参与
城市管理，发现城市管理之美。
1月20日，“发现重庆之美——重
庆市第二届‘最美环卫工’系列
推选活动颁奖典礼暨关爱环卫
工人迎春慰问活动”举行，公布
了重庆“最美环卫工”“最美灯
饰”“最美公厕”等名单。

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
办、市城管局指导，市精神文明
建设协会、市慈善总会、市环卫
协会、上游新闻、重庆晨报联合
主办。

在“最美环卫工”名单中，重
庆市城市照明管理局外线电工肖
师位、万州区环境卫生管理处环
卫一所所长罗本才等50人入围。

“十大最美灯饰”则分别是：
沙坪坝区磁器口夜间景观灯饰、
彭水县香江国际灯饰、涪陵区滨
江景观灯饰、璧山区临高桥景观
照明、九龙坡区九滨路夜景灯
饰、渝中区洪崖洞景区夜景灯
饰、江北区“梦幻江北嘴”灯光
秀、渝北区碧津公园灯饰、巴南
区鱼洞老街夜景灯饰照明、云阳
县长江大桥夜景灯饰。

“十大最美公厕”包括沙坪
坝区凤天路公厕、渝北区溜马山
公厕、渝中区大坪电信公厕、涪
陵区江东滨江路4号公厕、九龙
坡区杨九路梅子堡公厕、万盛经
开区东林矿工广场公厕、巴南区
滨江广场公厕、武隆区三桥公
厕、璧山区俊豪中央大街公厕、
彭水县两江广场公厕。

发 现 重 庆 之 美
“最美环卫工”“最美灯饰”“最美公厕”出炉

新年伊始，重庆市民收到了一份新
春“礼包”。1月18日，首批10个在城市
边角地上修建的社区体育文化公园正
式交付使用，预计在春节前，重庆共有
30个社区体育文化公园交付使用。

城市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城市工
作在全局发展中地位举足轻重，城市
工作要把创造优良人居环境作为中心
目标。这批公园以及在未来两年将完
工的共计92个社区体育文化公园，是
重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
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促进城市品质
提升，努力实现“两地”“两高”目标的
务实之举。

“真是一项民心工程，
老百姓太受益了”

小区门口是一个光秃秃的大山
坡，上面除了零星垃圾，便是杂草。同
时，山坡横亘其中，出门要绕行很大一
圈才能到达公交站台。这样的窘况，
多年来一直困扰着江北区大水井一带
的居民。

三个月前，这里启动了一项改造
工程。就在今年春节前夕，一座崭新
的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在此诞生。

居民能想到的锻炼和休闲设施，
这里一应俱全：一个近20亩的坡地
上，布置了篮球场、羽毛球场、乒乓球
场、秋千、蹦蹦床、滑梯，以及登山步道
和随处可见的休闲座椅。同时，借助
公园里四通八达的路网，附近小区居
民可以从不同入口直接穿越公园抵达
公交站台，解决了一大难题。

大水井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刚竣工

开放，居民们就蜂拥而入。居民戴成
凤说：“真是没有想到这里会变成公
园，说一百个感谢也不为过。”

“公园开建时，有些居民不理解周
边会发生什么变化，今天我又遇到她
们，都在说感谢话，这真是一项民心工
程，老百姓太受益了。”江北区观音桥
街道负责人说。

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带给群众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附近居民纷纷点赞，这
样的情形，在重庆日报记者采访中屡
屡遇到。

又如渝北区凤鸣社区体育文化公
园。过去，这里虽然有一座公园，但设
施陈旧，几乎没有什么文化娱乐设
施。公园缺乏精细的管护，雨天里，公
园林木深处多年沉积的枯枝烂叶还会
发出一股霉味。周边小区的居民，宁
可走很长一段路，横穿马路到附近的
空港广场去休闲游玩，也不愿到近在
咫尺的公园去。

就在公园旁边，多年来闲置着一
块空地，野草丛生的空地被社区用塑
钢围起来，围墙和周边景观格格不入。

不过现在，这块空地已经“废物利
用”，变身一座社区体育文化公园，它
不仅为周边居民提供了一个休闲和锻
炼的场所，还成为周边建筑的一个开
敞式景观节点。“又好耍又好看”，这是
不少居民对它的评价。

“站在群众的立场，
真正把好事办实”

“民生无小事，保障和改善民生，
就要站在群众的立场，真正把好事办
实。”市规划自然资源局负责人介绍，社
区体育文化公园无论是在设计还是选
材用料上，都坚持了高标准、严要求。

为建好这些公园，在景观设计方
面邀请了国际知名的设计单位和一些
本土的新锐设计师。

以凤鸣社区体育文化公园为例，

儿童戏沙池中的沙子，不是一般的河
沙或者海沙，而是通过粉碎石英石制
成的细小颗粒。后者不会形成粉尘，
不污染环境，更重要的是不损害儿童
健康。又如地面铺装，该公园的地面
砖选用的不是天然石材，而是烧制的
瓷砖。“天然石材在生产过程中要开挖
山体，一定程度上损害环境，社区体育
文化公园是公共空间，要发挥知识普
及和教育引导作用。”

再如大水井社区公园。山脚的篮
球、羽毛球等运动场地，使用的是蓝色
的地板胶，登山步道用的是绿色的地
板胶，而山顶则是黄色和橙色。设计
方称，这种大色块的分布，不仅仅是美
化，更在于倡导一种现代价值观和生
活方式：蓝色代表运动，绿色代表生
态，黄色代表活力迸发。

坚持高标准、切实服务民生，更体
现在社区体育文化公园的功能设计
上。据悉，这些公园的主要功能，体现
在“社区”、“体育”与“文化”三方面。

所谓社区功能，即社区体育文化
公园是一个公共空间，也是一个重要
的沟通交流平台。“我们要利用好社区
体育文化公园的社区属性，让更多的
市民融入进来。”市规划自然资源局负
责人表示，后期，将会不定期的在各公
园组织开展更多的展览、活动，让市民
可以经常地参与其中，从而形成更好
的社区氛围和环境。

所谓体育功能，即各社区体育文
化公园不仅会根据地形特点设计基本
的体育功能属性，还会在各类运动场
地植入科学健身法则，帮助市民更加
科学地健身。如中小学体育课程相关
的跳远标准刻度，50米、400米跑道设
计等。

所谓文化功能，以发源和流传于
两江新区复兴场的著名的贺家拳为
例，项目设计单位相关负责人介绍，该
拳术现为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目

前在复兴仍有较广流传，复兴南社区
体育文化公园会将复兴贺家拳的拳功
运法融合到场地设计中，增加石锁、梅
花桩等武术训练器械，让市民在锻炼
的同时了解传统武术文化。

城市管理和服务创新
的一种尝试

切切实实为民办实事，让社区体
育文化公园成为居民锻炼、休闲和娱
乐好去处，在建成之后，管护就成为最
重要的问题。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市规划自
然资源局已与中标总承包单位签订协
议，委托后期管理20年。目前，中标
总承包单位已经成立专门的事业部，
将根据全市92个社区体育文化公园
的地理分布，实行分片管理。中标总
承包单位还开设了400免费电话，让
广大市民也有机会参与管理，共同维
护公园后期运营的高品质。

同时，为提高管理效率，更好地发
挥社区体育文化公园服务民生的功
能，公园在后期运营中将采用智能管
理系统。

例如，公园的下水道井盖装有感
知装置，当井盖发生倾斜就会自动向
管理中心报警，避免游人跌入下水道；
公园路灯上的感知设备，能根据自然
光的亮度自动开关路灯，满足需求又
能节能降耗；公园里的喷灌设施能够
根据土壤的温度和湿度自动启停。

除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创新技
术手段的采用，这批社区体育文化公
园还有更大的创新价值，即通过体制
机制的改革来提升城市管理水平。

重庆大学教授季晓明说，类似这
样的城市公共服务项目，引入民间资
本融入公共服务，不仅能用市场化
方式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而且为城市公共服务管理探索出一
条新路。

用市场化方式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

30个社区体育文化公园春节前投用
本报记者 吴刚 杨骏

● 社区体育文化
公园带给群众实实在在
的获得感，附近居民纷
纷点赞

● 社区体育文化
公园无论是在设计还
是选材用料上，都坚持
了高标准、严要求

● 除了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等创新技术手
段的采用，这批社区体
育文化公园还通过体制
机制的改革来提升城市
管理水平

淮远河风光带效果图。 （受访单位供图）

江北嘴灯光秀。（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牛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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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应急 应您所急

全力以赴抓好第一季度安全生产工作
第一季度是节日、“两会”比较集

中，也是工作头绪比较多的一个阶段。
抓好第一季度安全生产工作，保持稳定
的安全形势，对于保障实现全市本年度
各项工作目标任务具有重要的意义。

全市安监系统深入贯彻中央、市
委、市政府关于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
灾减灾救灾等方面的重要指示精神，以
精准有力的举措防范化解安全生产领
域风险，为实现2019年安全生产工作
良好开局。

巴南区
开展安全生产“百日攻坚”行动

巴南区安委会按照全市安全稳定
“百日攻坚”行动总体部署，召开专题会
议，要求各级各部门以大排查大整治大
执法为工作主线，从责任落实、风险研
判、隐患排查、解决问题四个方面认真
抓好“百日攻坚”工作，为全年安全生产
目标任务的圆满完成开好局。

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各方责任。各
镇街、园区平台公司、区级有关部门要清
醒认识当前安全生产形势和“百日攻坚”
行动的重要意义。以春节、春运和各级

“两会”期间安全为重点，明确各方牵头
责任，制定切实可行措施，严格检查督
促，强化追责问效，确保本地区、本行业
领域、本单位攻坚行动目标任务完成

强化风险研判，落实管控措施。各
镇街、园区平台公司、区级有关部门要
在1月针对第一季度经济社会、各行业
领域生产经营特点和气象情况，结合地
区和行业领域实际，组织开展分层级、

分行业领域的安全生产风险研判，形成
本地区或本行业领域的重大风险台账
及分布图，对确定的重大风险点，要落
实管控责任单位及责任人、管控措施、
应急处置方案、督促考核机制。

严格隐患排查，确保整治到位。各
生产经营单位要在全面风险研判的基
础上，认真检查各项管控措施的到位落
实情况，严格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
新产品以及出现重大变化情况下和危
险作业前的风险辨识管控。要认真落
实“日周月”隐患排查制度，根据不同层
级、不同岗位的责任内容和范围，完善
排查清单，照单开展检查，强化隐患整
治，重大隐患整治做到“五落实”。

严格执法推动，解决突出问题。各镇
街、区级有关部门要把行业领域突出违法
行为集中整治作为攻坚行动的重要举措，
每月开展执法情况的研判分析和指导督
促。聚焦部分区级部门和镇街“不愿执
法”、“不敢执法”、“不会执法”的突出问
题，以“执法清零”和“执法量提升”行动为
抓手，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

武隆区
严格管理烟花爆竹燃放

武隆区切实抓好第一季度安全生
产应急管理工作，对燃放烟花爆竹的管
理进行了详细的部署。

禁放烟花爆竹的范围包括易燃易
爆物品生产、储存单位；文物保护单位；
车站、码头、机场、桥梁、隧洞以及铁路
线路安全保护区内；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内；输变电设施安全保护区内；医疗机

构、幼儿园、学校、养老机构；化粪池、沼
气池、地下管网；森林、草原、旅游景区、
工业园区等重点防火区；法律、法规、规
章规定禁止用火的其他区域或者场
所。同时，由有关管理责任单位要在上
述区域或者场所设置明显的禁放警示
标志，并严格管理。并且要求不能在禁
放区域和场所内生产、经营和储存烟花
爆竹。严禁任何单位及个人非法生产、
销售、储存、运输、燃放烟花爆竹，并严
禁销售、储存、携带、燃放不符合有关规
定的烟花爆竹。

在燃放区允许经营和个人燃放的
烟花爆竹品种为C级和D级产品中的
喷花类、旋转类、玩具类、爆竹类、升空
类、组合烟花等6类。禁止销售和燃放
礼花弹、架子烟花、小礼花、吐珠烟花产
品和单发药量大于25克、内径大于30
毫米(1.2英寸)的内筒型组合烟花等专
业燃放类产品。禁止销售和燃放擦炮、
摔炮、药粒型吐珠产品。全区烟花爆竹
经营实行专营定点销售。

双桥经开区
对重点领域开展隐患排查

1月16日，双桥经开区安委会召开
会议，总结2018年度的安全生产工作，
对2019年全年安全工作进行总体部
署，并对第一季度安全生产工作进行了
详细安排。

去年，双桥经开区安全生产形势稳
定可控，全年发生生产安全事故4起，
与2017年同期事故起数持平，但事故
死亡人数减少了43%，全年未发生较大

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创下了双桥经开
区成立以来的新低纪录，被市政府安委
会评为先进单位。

今年，双桥经开区将严格落实区主
要领导提出的安全工作“五要”方针，即
认识要到位、责任要落实、重点要突出、
措施要强化、执法要严格。 第一季度，
该区将针对小区消防、人口密集场所、
道路交通、建设施工、城市运营、油气管
道、工矿企业、高校实验室安全等重点
领域开展隐患排查整治。

丰都县
推动安全生产工作再上新台阶

丰都县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市委、
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系列指示和批示
精神，以防控生产安全事故为核心，进
一步深化安全生产改革发展，严控风险
多举措狠抓各项工作落实，全力推进安
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向好。

强化安全生产“三个”责任。坚持
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发挥查找问题、解
决问题的示范引领作用，强化属地监管
责任。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
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
全”原则，强化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
要负责人必须履行安全生产法定职责，
保证安全责任、管理、投入、培训和应急
救援“五到位”，强化企业主体责任。

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一是推动
监管执法规范化。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
部门要规范制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科
学编制监督检查方案；严格执行安全生
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实施细则。二是

实施严格的监管执法。坚持“检查诊断、
行政处罚、整改复查”闭环执法；坚持“首
查必罚”，依法从重查处安全生产严重违
法行为；坚持“一案双查”和“三责同追”，
落实行政与刑事处罚衔接制度，严格事
故责任经济、纪律、刑事责任追究。三是
强化委托执法管理。委托执法单位要加
大对受委托执法单位的行政执法工作的
指导，定期组织开展执法业务培训，提供
相应执法装备。

全面夯实安全保障基础。严格安
全准入，加强源头管控，对安全生产设
施要严格“三同时”审核。安全基层基
础建设，要进一步改善安全基础条件，
加快淘汰落后工艺和设备，高强度高风
险环节鼓励“机器换人”。加强应急管
理、应急指挥和应急救援“三支队伍”建
设，不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

深化重点行业专项整治。道路交
通要推进安全秩序、“两客一危”和货运
车辆专项整治，积极推广农用车辆“三
查一限”管理制度；建设施工要深化以
防范高处坠落事故、防范危险性较大的
部分项目工程发生群死群伤事故为重
点的“两防”专项整治；非煤矿山要开展
非煤矿山露天矿高陡边坡和附属设施、
场内运输、地勘企业钻井现场及附属设
施安全专项整治；水上交通要加强旅
客、砂石等重点船舶安全监管，推进客
渡船抗风能力等级提升工程；烟爆危险
化学品要持续推进危险化学品安全综
合治理。

朱彦 吴波 于海燕 陈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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