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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 73.4平方公里

2018年 拓展到808平方公里

城镇居民
人均住房面积

1986年 15.03平方米

2018年 37.36平方米

1978年 9个

今年上半年，建成城市公园553个

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直辖时的29.5%
提高到65.5%

主城
建成区面积

1978年 重庆不足5平方米

2018年 增加到36.53平方米

建成区
绿地率

主城区
建成公园数量

城镇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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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之变重庆之变··城市建设城市建设

70年，重庆城市建设者亲历了一场美丽的城市“蝶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庆城市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城镇化水

平显著提高，城市面貌日新月异，居民生活品质大幅提升。重
庆这座山水之城，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正展示其宜居、宜
业、宜游的独特魅力。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 美丽家园宜居宜业宜游

重庆城市建设重庆城市建设··大事记大事记

■重庆第一家动物园——重庆动物园

重庆动物园建于1954年，位于九龙坡区杨家坪，原名西

区公园，1958年后以展出动物为主，遂改为重庆动物园。

■新中国第一个甲级体育场——大田湾体育场

1956年建成的大田湾体育场是新中国第一个甲级体育

场，也是中国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综合体育场。

■重庆市区第一座城市大桥——牛角沱嘉陵江大桥

牛角沱嘉陵江大桥于1966年1月竣工，是渝中区连接江

北区、渝北区的重要通道。该桥的通车对江北、渝北、两江新

区产生了巨大影响。

■重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品房小区——南方花园

1992年，南方花园开始动工，1994年开始销售，这是重

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商品房小区。

■重庆轨道交通第一条线路——轨道交通二号线

轨道交通二号线于2004年11月开通观光运营，2005年

6月正式开通运营，是中国西部地区第一条城市轨道交通线

路，也是中国第一条跨座式单轨。

■全国首个省级层面智慧城市管理行业标准——《重庆

市智慧城市管理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2018年，由市城市管理局组织编制的《重庆市智慧城市

管理信息系统技术规范》正式发布，标志着全国首个省级层

面智慧城市管理行业标准正式出台，为全市智慧城市建设管

理提供了技术支撑。

重庆是山城，也是“桥都”。说起
重庆的城市建设，少不了桥梁这个发
展的助推器。

市桥梁协会首任会长顾庭勇回
忆，1965年，他从同济大学毕业分配到
重庆。在1978年前，两江之上只有白
沙沱长江大桥（又名小南海大桥）和牛
角沱嘉陵江大桥，这让专攻城市建设
专业的他颇感郁闷。

“1980年，重庆长江大桥（也称石
板坡长江大桥）通车，我负责这座桥6
号墩的施工。”顾庭勇说，重庆长江大
桥通车，让重庆城市发展翻开了新的
一页。

直辖以来，重庆建桥速度明显加
快，从最初的几年建一座桥发展到一
年同时开工建几座桥。目前，主城区

已建成和在建的跨江大桥有46座（含
轨道专用桥等桥梁）。

在重庆，每一座跨江大桥通车，都
对周边区域产生了深刻影响。

曾住江北区五里店的李胜说，上世
纪80年代，五里店还是城乡接合部。
当时，从五里店去解放碑，要么在江北
城坐索道或轮渡，要么坐车绕行观音桥
再去渝中区。1999年，黄花园大桥通
车，缩短了江北、渝中和南岸之间的距
离，以前需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的路
程，坐车过桥十几分钟就到了。黄花园
大桥通车带动了整个江北区的发展。

如同黄花园大桥之于江北，一座
座桥梁的通车，使得重庆主城向南北
跨江扩充、向东西穿山拓展，不仅带动
了沙坪坝、观音桥、鸿恩寺等地的繁

荣，还助推了大学城、茶园等新城区的
崛起。如今，重庆城市建设冲破绕城
高速继续向外拓展，主城建成区面积
达到808平方公里。

70年来，重庆城市区域不仅变得
越来越大，也变得越来越立体。

统计显示，直辖之初，主城区城市
道路通车里程不足2000公里。去年
底，主城区城市道路通车总里程达
5664公里。依山傍水修建的高楼大
厦，索道、立交、轻轨、桥梁等组成的立
体交通，使重庆获得立体城市的美
誉。从李子坝居民楼穿过的轨道交通
列车、层层叠叠把导航迷晕的黄桷湾立
交……各种热门景点每天吸引众多外
地游客“打卡”，重庆成为各方关注的旅
游热点城市。

城市空间大突破，立体城市更迷人

我的职业是与各类建筑打交道。如果要问我新中国成立以来
重庆城市的发展变化，我最大的感触是身边的建筑变得更绿了。

记得上世纪 80、90 年代，大家还住在冬冷夏热的老屋子
里。那时的建筑不光住得不舒服，夏天还非常受罪。特别是当

“西晒”的居民，可以说是苦不堪言。
节能建筑在重庆出现，是本世纪初的事了。2002年，重庆

建成夏热冬冷地区首个建筑节能50%的示范小区——北碚天奇
花园时，我和同事都兴奋不已。

大概是2005年前后，重庆开始推广绿色建筑。绿色建筑的
本质，是节约能源、减少碳排放和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经过10
多年发展，目前重庆新建城镇建筑执行绿色建筑标准的比例超
过2/3(达到67.16%)。这些年，我参与设计的绿色建筑项目就有

几十个。
在重庆，不光是新修建筑“绿意盎然”，老旧建筑也发生了可

喜变化。重庆通过承担首批和第二批国家公共建筑节能改造重
点城市建设任务，采用合同能源管理模式累计完成公共建筑节
能改造1000万平方米以上，很多新修公共建筑都采用了节能高
科技。

如今，重庆正在建设首个以“近零能耗、近零碳排放”为主要
目标的绿色建筑示范项目——悦来生态海绵城市展示中心，集
成了120余项绿色节能技术，建成后综合节能率将达到90%以
上、综合碳减排率90%以上。相信随着绿色建筑与装配式建筑、

“智慧小区”技术深度融合，我们身边的房屋将变得更会“呼吸”，
更加具有生命力。

重庆建筑越来越绿 新修房屋更加环保
讲述人：中煤科工集团重庆设计研究院副总经理 谢自强

1954年
重庆独具特色的标志建筑物之一重庆市人民大礼堂竣工。

1956年
新中国成立以后重庆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着手编制新的城市总

体规划，1951—1978年，先后编制近10个方案、草案或倾向性意见，
如1956年的《重庆城市初步规划草案》。其后重庆先后完成了1982
年版、1996年版及2007年版城市总体规划的编制工作，并分别报国务
院审批备案实施。

1986年
重庆成为全国住房制度改革第一批试点城市。

1992年
重庆实施住房制度改革重庆实施住房制度改革，，市民迎来商品房时代市民迎来商品房时代，，各种设施配套的各种设施配套的

商品房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商品房逐渐走进寻常百姓家。。

1995年
当年开始当年开始，，市委市委、、市政府将重庆夜景灯饰作为市政府将重庆夜景灯饰作为““城市名片城市名片””和品牌来打造和品牌来打造。。

1997年
重庆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重庆成为中国第四个直辖市，，也是西部唯一直辖市也是西部唯一直辖市。。

1999年
黄花园大桥通车黄花园大桥通车，，这是重庆直辖之后主城区修建的第一座跨江大桥这是重庆直辖之后主城区修建的第一座跨江大桥。。

2002年
主城区路桥收费改革自主城区路桥收费改革自20022002年年77月月11日起征至日起征至20182018年年11月月11日日

停征停征，，历时历时1616年年，，为发展重庆交通设施的建设为发展重庆交通设施的建设、、保障路桥设施管护资保障路桥设施管护资
金金、、提高路桥设施的管护水平做出了积极贡献提高路桥设施的管护水平做出了积极贡献。。

2004年
重庆第一条轨道交通线路重庆第一条轨道交通线路““较新线较新线””正式运行正式运行，，重庆人圆了轨道梦重庆人圆了轨道梦。。

2005年
因桥梁数量多因桥梁数量多、、桥梁规模大桥梁规模大、、桥梁技术水平高桥梁技术水平高、、桥梁多样化桥梁多样化、、桥梁影响桥梁影响

力强力强，，重庆被茅以升桥梁委员会重庆被茅以升桥梁委员会20052005年年会认定是中国唯一的年年会认定是中国唯一的““桥都桥都””。。

2009年
重庆绕城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运行重庆绕城高速公路正式通车运行，，重庆内环收费站外移工程结重庆内环收费站外移工程结

束束，，主城区进入主城区进入““二环时代二环时代””。。

2010年
重庆重庆““两江新区两江新区””正式挂牌成立正式挂牌成立，，重庆城市继续往北重庆城市继续往北、、往东往东、、向西发向西发

展展，，绕城高速附近的水土绕城高速附近的水土、、龙兴龙兴、、鱼复等片区相继被开发鱼复等片区相继被开发，，成为产业热土成为产业热土。。
同年同年，，市委市委、、市政府提出市政府提出，，重庆要建成大西南综合交通枢纽重庆要建成大西南综合交通枢纽，，成为成为

西部走向世界的门户西部走向世界的门户，，机场路拓宽改造机场路拓宽改造、、机场路专用快速路等一批重机场路专用快速路等一批重
大项目开工大项目开工。。

2018年
《《重庆市城市提升行动计划重庆市城市提升行动计划》》出台出台。。该该《《行动计划行动计划》》提出提出，，力争到力争到

本世纪中叶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国际化全面建成国际化、、绿色化绿色化、、智能化智能化、、人文化的现代城市人文化的现代城市。。
《《重庆市主城区重庆市主城区““两江四岸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实施方案治理提升实施方案》》出炉出炉。。该实施方案该实施方案

提出提出，，将主城区将主城区““百公里两江四岸百公里两江四岸””打造成为打造成为““山水之城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美丽之地””城市城市
品牌的典范品牌的典范，，使使““山山、、水水、、城城、、桥桥””相互辉映的美景成为重庆城市名片相互辉映的美景成为重庆城市名片。。

70年巨变中，重庆居住环境的变
化让人印象深刻。

市住房城乡建委和市统计局提供
的数据显示，1978年，重庆城镇居民人
均住房面积不足5平方米；2018年，城
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增加到36.53平
方米。全市城镇住房条件大幅改善，
居住舒适度大大提高。

家住两江新区黄先生的“搬家”故
事，就是许多重庆人住房变迁的一个
缩影。

上世纪 70年代前，黄先生和父
母住在渝中区南区路附近。当时，
他家住的是“筒子楼”。“筒子楼”没

有独立厨房，只有公共卫生间，一到
吃饭时间，楼道里就油盐飞溅、人声
鼎沸。

到了上世纪80年代，黄先生的父
亲分到福利房，他们一家人住进了单
元房。单元房设施相对完备，有独立
的厨房和卫生间，居住条件上了一个
台阶。

上世纪90年代，黄先生购买了渝
北区龙溪镇的商品房。那时的商品房
不仅居住空间更加合理，小区环境也
非常养眼。

“前两年，我们再一次搬家，搬到
了位于两江新区礼嘉片区的花园洋

房。”黄先生说，现在的商品房不仅居
住环境优美，小区也变得“智慧”。进
门刷“脸卡”、指纹密码锁等诸多“黑科
技”的使用，让人感受到安全、舒适的
智慧化生活。

70年来，我市在推动房地产行业
快速发展、提升群众居住品质的同
时，注重完善住房保障体系建设，加
快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困难问题、
解决新市民住房问题，重点推进了公
租房建设管理和棚户区改造。截至
目前，重庆累计分配入住公租房51万
套、棚户区改造63.5万套，约362万住
房困难群众实现“住有所居”。

住房条件大改善，居住环境更舒适

让人惊喜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城市
空间拓展和居住条件改善上，70年来，
重庆公共交通、路灯照明、绿化、污水
处理等基础设施建设快速发展，日益
完善的城市功能，使得居民生活变得
更加便利，休闲体验也更加丰富多彩。

比如，公共交通方面，2018年底，
主城已开通1号线、2号线、3号线、6号
线、4号线、5号线一期、10号线一期和
环线共8条轨道交通线，通车里程达
313公里。轨道交通通达主城九区，覆
盖机场、高铁站、客运枢纽、各大商圈、
各行政中心等主要客流集散地。

比如，市政设施建设方面，解放初
重庆城市很多道路特别是背街小巷没

有路灯，站在枇杷山公园上只能看到
远处的点点星光，城市垃圾无害化处
理为零，没有一处污水处理设施。去
年，主城区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达到
97%，每天用于焚烧发电的生活垃圾
超过8000吨，城市照明灯具超过30
万盏，重庆夜景成为举世闻名的城市
名片。

再比如，改革开放以来，一座座体
育场馆、一个个体育主题公园、一条条
全民健身赛道和步道如雨后春笋般在
巴渝大地涌现，给市民休闲健身提供
了好去处。为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
重庆正着力打造山城步道特色品牌，
2019年至2022年，主城区将开工建设

17条约353公里山城步道，进一步满
足市民休闲游憩需求。

市住房城乡建委人士介绍，为高
品质推进城市建设，去年底我市出台
《重庆市城市提升行动计划》（以下简
称《行动计划》），涉及城市规划、建设、
管理、交通、基础设施、生态、人文、公
共服务、创新等方方面面。《行动计划》
提出，全面提升城市经济品质、人文品
质、生态品质、生活品质，力争在本世
纪中叶全面建成国际化、绿色化、智能
化、人文化的现代城市。

随着我市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丽
之地，一个“近者悦远者来”的城市，将
让广大市民生活更加美好。

城市功能大提升，市民生活更美好

图①：蓝天白云下的重庆主城。 记者 崔力 摄

图②：朝天门大桥。 司琪 摄

图③：位于悦来的嘉悦江庭海绵居住小区的“绿色屋顶”，具有可降低PM2.5、
降低建筑顶层温度、滞留雨水、消减雨水污染物等作用。

记者 张锦辉 摄

图④：渝中区虎头岩，市民在虎头岩山城步道“空中悬廊”游玩。
记者 龙帆 摄

图⑤：游船从东水门长江大桥下穿过，留下彩色光影，远处的高层建筑物灯
火璀璨。 记者 苏思 摄

图⑥：渝北区龙塔街道兴盛大道旁一块长期闲置的地块，经过打造后变成了
市民休闲娱乐的好地方。 记者 万难 摄

众多游客参观李子坝“轻轨穿楼”景点。 特约摄影 钟志兵

重庆城市建设重庆城市建设··““数数””说说

重庆城市建设重庆城市建设··第一次第一次重庆城市建设重庆城市建设··口述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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