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嘉陵江畔，昔日的荒凉河岸如今已是两江新区金海湾滨江公园，园内长达19公里河岸绿色植被郁郁葱葱，深受市
民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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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四年，重庆拟投资约220亿元为“两江四
岸”“梳妆”。

“妆”到底怎么梳？今年我市滨江“都市画廊”
将增添哪些新风采？又将给重庆“山水城桥”交相
辉映的美景带来哪些新变化？重庆日报记者近日
采访了相关部门、城区和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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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主城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系列报道（3）

已启动3个消落区
治理示范项目

重庆是山城、江城，长江、嘉陵江
消落带治理被公认为“两江四岸”治
理提升行动的一大难题。

如何破题？据了解，2018年，九
龙坡区与重庆大学资源及环境科学
学院、重庆千洲生态环境工程有限公
司合作，率先在主城区启动长江消落
带生态修复治理工作，根据不同水位
段情况，采用适应水位变化的滨江立
体生态空间建设、消落带界面生态调
控、滨江消落带韧性景观修复等创新
技术，对九龙滨江段（长度约340米）
消落带进行生态修复治理试验，建设
规模约5万平方米。

今年，九龙坡区城市管理局在全
面总结试验段成功经验、创新技术
（生态植物篱网固土技术等）的基础
之上，启动实施长江消落带生态修复
治理第二阶段（一期）工程，实施范围
为试验段至鹅公岩大桥下约500米
滩涂地（林泽恢复区）和二级护坡（野
花草甸区），建设规模约27000平方
米，该工程已基本完工。

据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人士介
绍，截至目前，我市已在长江、嘉陵江
启动了江北区江北城段、南岸区鹅公
岩大桥—史家岩段等3个消落区示
范项目，总长度约12.2公里。

今年开工建设“两
江三桥”步道

市规划自然资源局人士表示，该
局将以“两江四岸”为城市发展主轴，
统筹江、岛、岸、城空间关系，科学布
局重大功能项目，精心打造“四带”，
塑造国际一流滨水岸线。

不仅如此，我市将利用山城步道
有机串联“四山”和“两江四岸”地区
重要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山城步道特
色品牌，推广“走读山城”深度体验，
打造歌乐山至磁器口、南山—黄山、
黄葛古道至慈云寺—米市街—龙门
浩的历史文化风貌展示带。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人士介绍，
2019年，主城区“两江四岸”治理提
升将按照“点上突破、以点带面”的工
作思路，拟先行推进鹅公岩江滩湿地
公园、花溪河入江口、九龙外滩广场、
珊瑚公园片区、李子坝片区等十大节
点公共空间建设，以节点建设为突破
口，推进“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工作。
同时，还将开工建设“两江三桥”步
道。该步道全长约11公里，2020年
建成后将串联起几条滨江路，方便市
民观江赏水。由市设计院主编的《滨
江步道技术标准》已于本月开始施
行。

今年，沿长江和嘉陵江流域，还
将续建北碚滨江路地块、苏家坝立交
桥下公共停车场环境整治工程等6
个公共停车场，建设泊位4000多个，

并计划新开工石门大桥桥下停车楼、
原巴滨湿地公园和珠江欢乐园周边
等8个公共停车场、建设泊位数约
1800多个，满足更多群众在滨江区
域的停车需求。

此外，2019年至2021年，我市
将在北碚老城、金刚碑等5处传统风
貌区和历史文化街区通过滨江步道
建设，分别串联法国水师兵营、美丰
银行旧址等40处文物保护单位、历
史建筑和长安精密仪器厂、江陵机器
厂等工业遗产，探寻洪崖滴翠、龙门
浩月、字水宵灯等古巴渝十二景景色
记忆。

临江建筑要“美
容”，夜景灯饰将“升级”

在“两江四岸”，如何避免一些高
层建筑“遮山挡水”的尴尬？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人士表示，
“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工作的一个重要
内容，就是优化沿江建筑布局，严格控
制5个四山眺望点、14个城中山体眺
望点视域中的建筑高度，保证江面的
可见宽度，优化天际轮廓线，同时提升

滨江建筑品质，优化建筑立面。
市住房城乡建委已与相关部门

联合发文，暂缓“两江四岸”地区不符
合新发展理念要求和对城市生态功
能、品质提升有重大影响的开发建设
活动。

今年，城市管理部门将重点对
“两江四岸”临江视域范围内的建筑
立面进行集中整治，规范设置窗户防
盗网，清洁卷帘门，规范设置雨阳篷，
对阳台衣物晾晒、空调外机以及外露
管线进行遮蔽美化；还将清理主城区

“两江四岸”沿线范围内，违规设置的
广告牌以及施工围挡和楼盘软体、布
幅标语、彩旗、吊旗等广告，全面净化
城市立面空间。

与此同时，我市将重点加强主城
区“两江四岸”景观照明查漏补缺工
作，建设双碑大桥、嘉陵江大桥、渝中
区李子坝轻轨站、江北区北滨路沿线
及重要道路节点区域、渝北区老城
区、两江新区嘉陵江沿线等景观照明
项目；启动以朝天门广场、江北嘴中
央商务区、弹子石中央商住区为重点
的精品灯光展示项目调查研究；还将
逐步将主城区“两江四岸”景观照明
项目接入市级智慧照明管理控制平

台，实现“一把闸刀”管理。

有望建设“桥都城
市博物馆”

“桥都”重庆，如何从“桥最多之
都”变成“桥最美之都”？

据了解，今年，除了城市照明管
理部门将对朝天门大桥、千厮门大
桥、东水门大桥等主城跨江大桥的景
观照明品质进行提升外，主城区两座
跨江大桥还有望安装垂直升降梯，方
便长江两岸市民出行和赏景。

其中，东水门大桥垂直升降梯工
程计划今年内开工建设，其主体结构
将采用吊装组拼方式完成建设，也就
是先在工厂里生产制作各个部件，再
运送到现场进行吊装组装拼接。朝
天门大桥设置垂直升降梯项目也纳
入了今年市住房城乡建委建设计划。

重庆还有望建设“桥都城市博物
馆”。据重庆城投路桥公司相关负责
人透露，该公司有意利用主城区众多
桥梁空闲场地，打造一桥一品、一桥
一主题、一桥一特色的桥梁馆，共同
构筑一个名副其实的“桥都城市博物
馆”。根据初步设计方案，菜园坝大
桥主题为梦幻活力之都，拟打造森林
休憩区、创意体验区、文化展示区三
个分区；朝天门大桥主题为都市艺术
体育驿站，将为市民提供多种文化艺
术及休闲的公共空间；双碑大桥主题
为近山亲水之地，让市民重拾儿时
戏水成趣的难忘时光。

此外，该公司正筹备建设桥梁电
子博物馆，定位为以桥梁文化为核心
的人文+科普电子博物馆，已与国内
知名高校开展校企合作，正实施具体
建设事宜。

同济大学教授颜文涛：
“两江四岸”建设要注重

整体景观打造

自然资源部专家、同济大学教授颜
文涛日前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重庆是山水城市，两岸休闲空间较
多。应该充分利用这种近可亲水、远可
观山的三维空间，高品质推进“两江四
岸”建设，进一步提升居民和游客的体验
感。

“‘两江四岸’的景观打造应该形成
整体。”颜文涛说，对于市民和游客来说，

“两江四岸”一面是游，另一面则是景。
如北滨路，就存在景色连续性不足的问
题。应该通过绿道建设和带状绿色空间
布局，打通山系到滨水空间的生态廊道，
重庆一旦把“两江四岸”和山系做好，将
是世界级的景观。

他认为，虽然重庆是“桥都”，但城市
桥梁更多的是起了交通工具的作用，这
远远不够。应该通过提升桥梁的观景功
能，将桥梁两端节点与山系水系相结合，
让市民游客可以站在桥上观赏美景。如
此一来，“山水城桥”交相呼应的特色将
更出彩。

“还有一个问题是，‘两江四岸’的景
观没有与社区居民生活结合，与腹地的
纵向联系稍弱。”他说，“两江四岸”更多
地是服务外地游客，很多市民和游客都
是开车过来游玩的，步行到达的能力
弱。应该将“两江四岸”的步行系统与绿
地建设结合，一直延伸到内部地区，造福
附近的社区居民，让“两江四岸”的美景
更加可游、可观、可赏，更好地满足居民
和游客的休闲游憩需求。

重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彭国川：
“两江四岸”建设应实行

正负面清单制度

“‘两江四岸’是最能体现重庆国际
化现代城市美好生活的地区，未来滨江
地区产业发展要更多考虑文化、体育和
旅游产业，还应适当发展会展业。”重
庆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彭国川近日呼
吁，“两江四岸”建设应通过提升滨江
地区公共空间的休闲功能，让它成为
城市高品质生活的核心舞台。

彭国川说，滨水地区的功能是逐渐
演变的过程。古人依水而居，依水建城，
滨水地区以居住生活功能为主。到了工
业化时期，随着蒸汽机等出现，城市滨水
地区承载了生产功能，体现为工厂、码
头、仓库等。到了后工业化时期，制造
业、仓储、运输等生产性功能退出，滨水
地区演变成城市公共活动的核心区。

“‘两江四岸’怎么建？当务之急是
立规矩。”彭国川介绍，上海出台滨江地
带公共空间管理办法，不仅理清了整个
滨江地区的规划、建设、运营等管理体
制，还对滨江地带能干什么、不干什么立
下规矩。“两江四岸”建设也应确立负面

清单和正面清单制度。
在彭国川看来，“两江四岸”治理提

升最重要的是亲水空间的打造和功能重
塑。应在进一步完成环境综合整治、疏
解非核心功能的基础上，重建整个滨江
地区的生态。

他进一步解释说，如果滨江路每天
车水马龙，市民如何亲水？“两江四岸”建
设应该更有效解决滨江路和腹地之间的
连接问题，把传统的交通通道转变为亲
水绿色空间。此外，滨江地带应该减少
私人住宅开发，增加更多满足市民高品
质生活需求的休闲公园、艺术馆、音乐
厅、科技馆等。

彭国川认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
中的主要挑战有三个，一是管理难以统
筹；二是非核心功能疏解与公共空间腾
挪难；三是消落带治理难题。上述问题
的解决需要市级层面统筹规划，还要明
确各部门职责分工，这考验政府协调各
方利益的智慧和决心。

重庆源道建筑规划设计院董
事长兰京：

让江景成为城市建设的
“核动力”

“自古以来，亲水是人们的本性和诉
求。”重庆源道建筑规划设计院董事长兰
京日前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认
为，重庆打造“两江四岸”，设计上必须注
重亲水性，简单来说就是要有去江边的
步道。

曾设计了朝天门广场的兰京说，随
着城市发展，重庆修了不少滨江路。因
防洪等需要，滨江路抬得较高。但是，主
城仅有部分滨江路修了步道，朝天门广
场、九滨广场等可通过步道到达江边。
大剧院、北滨路鎏嘉码头和珊瑚公园等
地方却没有连通江边的步道，“两江四
岸”治理提升还需在步道的亲水性方面
继续发力。

在兰京看来，重庆有山有水，水在
前，处于低位，山在后，处于高位。重庆
的“两江四岸”建设应遵循显山露水、前
低后高的原则，蓝线（江岸线）后面应是
绿线（绿化），绿线后面是红线（建筑），这
样才能让人们看得到江，更加突出亲水
性，才能让江景成为城市建设的“核动
力”。

“‘两江四岸’建设的最大挑战，在于
如何更好地执行规划。”兰京说，重庆多
年前在“两江四岸”建设规划上就提出了

“显山露水、前低后高”的要求。但由于
种种原因，执行得并不好。他建议更多
地把规划执行交给专家和专业协会来管
理，这样可更好地避免行政过多干预专
业技术，避免城市建设为利益让路。比
如在香港，城市怎么建不是行政长官说
了算，城市规划也好，规划执行也好，都
是由建筑师学会来管理。此外，“两江四
岸”建设应征求市民意见，将市民作为城
市公共利益的享有者，才能增添他们心
中的获得感。

“两江四岸”怎么建
看看专家们怎么说

“两江四岸”今年将发生这些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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