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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城市提升行动计划

渝北加快打造国际临空大都市

渝北区位优势

独特，资源禀赋优

异，生态环境优美，

创新氛围浓厚，历史

文化悠久，是西部首

个全国文明城区、首

批国家临空经济示

范区，是重庆内陆开

放高地和两江新区

开发的主战场。

为更好地发挥

渝北区的区域使命

和责任，提升城市品

质，满足市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今年以

来，在市委、市政府

的坚强领导下，渝北

区坚持世界眼光、国

际标准、渝北特色、

高点定位，“从全局

谋一域，以一域服务

全局”，以科学规划

精准描绘城市“成长

坐标”，以“工匠精

神”精心推进城市建

设，以“绣花”功夫抓

好精细化城市管理，

市民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不断增

强，一座“宜居宜业、

精致精美、低碳人

文”的国际临空大都

市正大步向我们走

来。

建设一批重大基础设施
城市发展基底更厚实

近年来，渝北区城市发展日新月异，
给广大市民的感受就是，一天一个样。其
中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大批重大基础
设施的完善。事实也是如此。2019年是
渝北区城市品质提升的关键之年，全年计
划投资68.28亿元，实施156个城市基础
设施项目，现已完成投资35.6亿元。一
大批与市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重大基
础设施陆续开建和完工。

在城市道路建设方面，椿萱大道、甘
悦大道等14条主干道提速推进，秋成大
道三期、悦港大道公租房段全面建成，东
湖大道延伸段、横三路、纵三路及延伸段、
旗山路北段等城市“断头路”相继开工建
设，进一步缓解机场路回兴立交拥堵现状
的松鹤路已基本建成通车。其余85条次
（支）道路、5个片区道路加快建设中。

在城市立交建设方面，机场快速联
络道有序推进，新南立交基本完工，春华
立交即将开工，与渝广高速衔接的仙桃
数据谷北立交已进场施工。

在城市轨道建设方面，轨道交通9号线
一期和二期、6号线支线二期建设推进顺
利，5号线北延伸段、4号线二期开工建设。

在城市配套建设方面，翠屏路、渝鲁
大道、空港新城体育场馆3个公共停车
场项目已完工，新增停车位562个。新
南路卜蜂莲花、西政人行地通道即将完
工，兰馨大道体育馆人行地通道、盛景天
下人行天桥已开工建设，其余13个人行
过街设施项目正在推进中。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推进以交
通网、水利网、能源网、通信网、安全网等
为重点的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切实解决
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欠账较多的问题，进
一步促进城市的健康发展。”渝北区相关
负责人说。

优化城市规划布局
绘就城市发展新蓝图

“城市品质提升是一个系统工程，其
中，规划既是龙头也是基础。”渝北区相

关负责人介绍，为了让城市能持续向高
品质迈进，渝北区构建起“总体行动计
划+专项行动方案+实施项目库+实施保
障措施”的开放型城市提升工作体系。

在这一基础上，今年以来，按照《渝
北区实施以国际临空大都市建设为统揽
的城市提升行动计划》这一总的部署，渝
北区在规划上下狠功夫，大力优化城市
空间布局，高水平编制完成渝北区2035
年国土空间规划大纲，完成城市拓展用
地本底调查与用地适应性评价、重大交
通设施预研预控等事关渝北长远发展重
大国土空间规划重点问题研究。

同时，全力推进“多规合一”，完成
多宝湖、木耳、五重、石坪、麻柳沱5片
约81平方公里和洛碛镇区约6平方公
里拓展区范围内城市建设用地研究细
化；完成两路组团S分区等重点片区控
规优化，完成模具园等系列环保搬迁项
目规划调整研究，有效引导城区空间均
衡、功能均衡和用地均衡，促进“产城
景”深度融合，为渝北区城市品质提升
打下了基础。

除了大的规划外，渝北区还从细处
着手，提升城市设计水平和颜值。今年
以来，渝北区陆续完成了两江国际商务

中心、西南汽贸城城市设计落地及渝湖
路和双北街片区城区修补型城市设计，
加强了中央公园周边、红锦大道、机场路
和渝航大道沿线等重点管控区项目外立
面管控等。

“今年，我们启动了《渝北区山城步
道建设规划》研究，将把观音公园-观音
岩公园、兰桂大道、两路老城步道、沐仙
湖湿地公园、盘溪河公园等20条步道纳
入区级规划进行深化。未来，这些山城
步道将成为渝北的又一张对外名片。”渝
北区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说。

推进城市修补和有机更新
城市环境更宜居

在城市品质提升过程中，渝北区始
终将群众的诉求放在首位，瞄准城市“疮
疤”，大力推进城市修补和有机更新，为
的就是让人民群众在城市生活更方便、
更舒心、更美好。

今年上半年，渝北区针对老旧商住
混合区、老旧居住小区加快综合整治，完
善基础配套设施，在拆除16.5万平方米
存量违法建筑基础上，开展金紫山石头
房子文创园周边环境整治工程，实施仙

桃睦邻路片区、悦来清溪口片区、红旗河
沟换乘节点等28个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项目，完成房屋征收40万平方米，加
快办理两路齐心片区、回兴长河片区和
回兴白鹤片区3个城中村项目的前期手
续，启动宝圣湖华荣路片区、龙塔紫园路
片区等5个项目的安置补偿签约及零星
棚户区改造，有效改善住房困难群众的
居住条件，提升城市整体形象。

同时，渝北区还扎实推进生态修复，
启动盘溪河、肖家河、溉澜溪、双溪河、中
央公园镜湖5个城市水体“清水绿岸”工
程，制定“一河一策”方案，高标准建设流
域“清水”系统和城市生态“绿岸”，建立
健全城市水环境治理长效机制，实现水
体长制久清。并有序实施“四山”环境改
善提升，拆除“四山”地区违法建筑5000
余平方米，开工建设玉峰山森林公园自
行车道、临崖步道等项目，使整个城市的
环境更加宜居，群众生活更加舒心。

以“绣花”功夫抓好城市管理
城市品质形象快速提升

三分建设七分管。如果不能有效地
进行管理，那么城市建设再好，也会令人
感到烦心。为此，渝北区认真落实“大城
智管、大城细管、大城众管”要求，今年以

来，以“两轴三片六线”（“两轴”即渝航大
道、机场路，“三片”即回兴两路片区、龙
溪片区、仙桃数据谷片区，“六线”即市里
确定的渝北区涉及的6条重点线路）环
境整治为重点，迅速打响城市提升春季
行动攻坚战。

在攻坚战中，组织了渝航大道绿化
提升和渝万铁路、机场路等重点线路周
边环境卫生整治等重点工作千人会战，
累计出动超过 16.6 万人次，栽植乔木
11832株、灌木136余万株，车行道白改
黑9万余平方米，整治违规、破损广告店
招2020块，清洗玻璃幕墙约62万平方
米、隔离设施140余万米、桥隧设施113
座，清理暴露垃圾583吨，使城市环境面
貌明显改观，城市品质形象有效提升。

“不仅是看得到的，在看不见的体制
机制上，我们也加强了管理创新力度。”
渝北区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他们选取龙溪、双龙湖、两路、回兴
4个街道作为物业街区式管理试点，推
动172栋约71万平方米老旧单体楼实
施街区式管理，惠及居民8600户；调解
物业纠纷约2430件，受理老旧住宅增设
电梯720台，受到了广大群众的拥护和
称赞。

贺娜 刘廷

重庆新光天地 摄/李显彦

“

全民健身中心 摄/尹宏炜

“

化挑战为机遇赢下“年中考”

东风日产上半年累计终端销量破53万辆
6月“考试季”，车企年中大考挑战重重。据乘联会数据显示，今年1-5月乘用车销量同比下跌12.5%，经销商库存指数持续高位，在同质化市场竞争中各企业间淘汰赛加速。
在此大背景下，东风日产强基聚力，化挑战为机遇，6月终端销量101681辆，同比增长0.8%；1-6月累计终端销量532105辆，同比增长0.3%，以稳健的实力，在逆市中保持正增长态势。此外，东风日产1-6月总体市场占有率提升至

5.4%，合资非豪华品牌市场占有率达10.5%。至此，东风日产以优异成绩在市场表现、技术与产品、服务升级三大科目中脱颖而出，全面赢战车市年中大考。

科目一：市场表现
三大阵营逆市赢战
助力1-6月累计销量破53万

舒适阵营作为东风日产当之无
愧的销量主力军，6 月终端销量
48814 辆 ，1- 6 月 累 计 终 端 销 量
252603 辆，推动东风日产销量的强
劲增长。

“家轿之王”轩逸在今年5月勇夺
月度乘用车销量冠军后，6月终端销量
高达35761辆，1-6月累计终端销量
209557辆，同比增长4.6%，全面领跑
中国轿车市场。第七代天籁ALTI-
MA迎来销量和口碑的高歌猛进，6月
订单破万辆，达10923辆，终端销量
8002辆，环比劲增34.3%，鼎立B级车
日系三强。

SUV 阵营也表现不俗。其中，
数月蝉联日系 SUV 霸主的奇骏，6
月终端销量18572辆，同比增长8%；
1-6月累计终端销量 105603 辆，保
持着 9.3%的高增长，向后百万不断
实现自我突破。全新逍客6月终端
销量14926辆，同比增长12.5%；1-6
月累计终端销量高达77472辆，同比

增长 10.5%。劲客 6 月终端销量
4877 辆，同比劲增 73.4%，让更多

“劲客青年”感受到精彩优质的移动
汽车生活。

以骐达、蓝鸟为代表的动感阵营
表现亮眼，成为东风日产新的增长
点。骐达在6月再传捷报，荣获C-
ECAP最高星级别白金奖，终端销量
6505辆，同比增长13.1%。蓝鸟6月

终端销量4773辆，同比劲增43.3%，
强势进击轿跑市场。

科目二：技术与产品
技术产品领势制胜
铸就千万优质口碑

市场的肯定离不开好的技术与产
品，东风日产秉承“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不
断完善产品阵营，前瞻布局“真国六”，
为消费者提供更美好的智行生活。

全系“真国六”一步到位。今年7
月1日起，全国有16个省市提前实施

“国六”标准，其中包括广东、江苏、山
东等汽车消费大省。作为百万量级的
汽车企业，东风日产快速应对排放标
准变化，率先于今年年初起全面生产
销售“国六b”标准汽车，全力打赢“国
六”市场攻坚战。

得益于强大的生产制造和在地
化研发能力，东风日产得以快速响
应市场新需求，提前4年一步到位布
局“真国六”，为消费者免除后顾之

忧。此外，东风日产不断增强与经
销商的体系作战能力，打造主机厂
与经销商的和谐平衡生态共同体，
专营店网点数达到813家，基本实现
城市全面覆盖，确保企业整体步伐
稳健向前。

日产智行创领出行新风潮。在汽
车行业新四化的风口，东风日产深知
只有实现品牌智能进化才能走得更
快、更稳、更远。在激烈变革的环境
中，东风日产把握行业大势，积极践行
全球日产智行战略，而日产智行落地
的成果正是东风日产真正的未来和硬
实力。

在2019年上海车展全球首发亮
相的第 14 代轩逸，作为日产全新
CMF-CD平台打造的首款量产车，实
现智能科技、造型设计、驾乘品质、动
力总成的全面进化。作为日产智行集
大成者的第七代天籁ALTIMA，在纵
擎挑战赛与L2级别自动驾驶ProPI-
LOT智控领航媒体试驾等活动中尽
展风采，让更多消费者深度感知日产
智行的独特理念与智能魅力。

科目三：服务升级
服务实力加码
为用户创造更高价值

在消费升级的趋势下，消费者购
车愈发理性，各车企之间不仅比拼创
新的技术与产品，领先的服务也成为
新环境下的重要竞争力。东风日产始
终将“让消费者满意”放在第一位，不
断提升服务质量，真正惠及消费者。

不忘初心，与每位家人共筑美
好。6月16日，东风日产号召每一位
家人“以初心，筑美好”共同筑起

“NISSAN FAMILY DAY”，以回家
礼、思念礼、狂欢礼、团圆礼四重硬核
福利惠及广大车主，用实际行动阐释

“以用户为中心”的经营初心。
品质无忧，让消费者安心购车及

用车。积极响应国家“三包”政策，东
风日产领行业之先，发布“品质无忧承
诺”，是行业内率先做出“7天包换”承
诺的合资车企。活动规定：至2019年
12月31日止，凡东风日产全系家用汽
车产品，出现特定品质问题，均可享有

“7天质保换新&首、二保无忧享受”权
益，让消费者安心购车及用车。

紧抓利好，为刚需消费者实力加
码。6月广深放宽汽车摇号和竞拍指
标、发改委提出放宽限购等车市利好消
息相继传来，东风日产积极响应新政，
通过全系“真国六”保值加码、新能源车
型补贴惠及全国服务加码，以及相关区
域优惠加码等，为消费者带来更高价值
的产品与服务，解决购车、用车的痛点。

感心升级，为千万客户保驾护航。
自2003年东风日产成立以来，感心公
路累计开展2402站，同时还在全国
806家专营店导入备件防伪/智能救
援，更在60城率先导入智能养护。今
年10月，感心公路将再次延续，让千万
车主真正感受到放心、安心、省心。

购车多元，打造二手车行业至高
服务标准。东风日产从消费者体验出
发，以“Same As New”的理念，践行
四大品牌承诺，为消费者带来与新车
无限接近的第三类购车新选择。截至
目前，东风日产上半年新车置换台数
为60609台，同比增长123%；置换率
达12.04%，同比增长120%；新车台数
为928台，同比增长311%。

服务创新，提供更多元价值出
行。未来，东风日产将依托联友出行，
为所有维修工时大于4小时的回厂客
户免费提供代步车服务。重庆、广州
已经正式启动试点，未来计划向全国
推广，解决客户更多的出行痛点。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今天，
年中大考的优异成绩不仅是东风日产
千万体系实力的再次证明，更是朝“合
资品牌TOP3”目标的不断迈进。未来，
面对愈发严苛的车市，东风日产将继续
坚持“技术创新”与“文化传承”的双核驱
动战略，凭借稳健的体系、坚定的内核、
明晰的航向，为每一位消费者提供更丰
富更智慧的出行生活。 廖咏雪东风日产骐达

东风日产逍客东风日产第七代天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