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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渝北

“我是土生土

长的渝北人，对这

座临空之城的发展

变化最有发言权。”

家住渝北富都广场

的陈丹在一篇赞美

渝北城市发展变化

的文章中写到，“过

去在城区出门要走

很长一段路才能坐

上老旧的中巴车，

现在一出门就有公

交 、的 士 、轻 轨 任

选；过去灰尘满天

的小城镇，如今已

变成空气清新的繁

华 临 空 大 城 区

……”

历经70年的光

阴，特别是 1995 年

建区以来，渝北这

座农村小县城，其

发展变化的速度，

就像在江北国际机

场上空飞行的飞机

一样，实现了飞一

样的发展。

“这些年来，渝

北的城区平均每年

以近10平方公里的

速度在拓展。”渝北

区住房和城乡建委

相关负责人说，城

区面积已从1995年

建区时的10平方公

里扩展到 170 平方

公里。建成区面积

已跃升到重庆主城

区第一，成为重庆

市目前唯一城区面

积超百平方公里、

城市居住人口超百

万人的“双百万”城

区，并成为全国首

批国家临空经济示

范区。

渝北城市的变

化，不仅是城区面

积的拓展，更重要

的是实现了高品质

的发展，为市民带

来了高品质的城市

生活。

大美渝北

小县城变成了临空大都市
70年渝北城市之变

渝北城区 重庆机场与重庆轻轨 摄/袁志强

就公园而言，在重庆的区县中，
渝北区有多个之最：公园数量最多，
已有各类公园 145 个；单个公园最
大，拥有中央公园、龙头寺公园、碧津
公园等，人均公园绿地已超过 18平
方米；公园种类最齐全，已有文化、体
育、休闲等众多满足市民不同喜好的
公园。

老渝北人陈方州清晰地记得，
1986年，当时的江北县（渝北区前身）

在李家湾水库旁边开建第一座公园
——碧津公园。“这使从没逛过公园的
不少渝北人在那一年就近逛上了公
园。”他说。

如今，这座占地约20公顷的公园，
已然成为突出巴渝民俗文化、书画文
化、武术文化、传统园林景观文化为一
体的“最美城市公园”。

“自渝北撤县建区以来，建公园
的脚步就没有停下来，几乎年年都

在开工建公园，年年都有新的公园
呈现在市民面前。”渝北区城管局相
关负责人说，就在近几年，渝北区投
入 36亿元，新建城市公园和社区公
园 34 个，新增公园面积 321 万平方
米。

渝北的公园不仅数量多、种类齐，
而且布局合理。渝北区城管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渝北在公园建设中，把公园
与城市建设同步规划，合理布局，同步

建设。
“市民出门 300 米见绿，500 米

进园。”据介绍，渝北城市，正在向公
园城区迈进。区里已经作出规划
——未来3年，渝北将新建和改造公
园游园 30个，使全区的公园总数达
到175个。

渝北城区正在向公园之城快速迈
进，公园之城也正在推动渝北建设最
美生态园林之城。

已搬到渝北两路城区居住的张
成兴的老家在龙兴镇，他回忆说，30
年前，他从龙兴到县城两路镇坐车要
经过苟溪桥、旱土、关兴、石船等地，
总共要花2个多小时。而现在，从两
路回龙兴，只需20分钟左右的车程。

已建成的同茂大道，是渝北城区
内连接江北国际机场、两路老城区、空
港新城、中央公园、重庆国际博览中心
的主要通道。这条大道全部通车后，
从江北机场到重庆国博中心的路程将
缩短至10公里，车程将缩短至8分钟
左右。

“在渝北170平方公里的城市建成
区内，目前已建成同茂大道、渝航大道、
金山大道、秋成大道等一批主干道路。
建成区内的道路里程已达到736公里，
城市道路里程位居全市前列。”渝北区
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负责人说。

如今的渝北市民，不仅自己开车
和坐公交出行方便，还多了一条“通
道”——轨道交通。目前，渝北区内已

建成7条轨道线路，区内轨道通车里程
已达76.71公里。而在建的轨道线路
还有5条，在建里程为33.76公里。渝
北区内轨道线路通车里程和在建里程
均居全市第一。

在渝北城区内的交通中，渝北通
过科学布局，已建成了双凤桥、柏树
堡、李家花园隧道，机场、回兴、新南等
立交桥，并正加快推进新牌坊、机场快
速联络道，春华、数据谷北、金山等立
交桥的建设。

在渝北的城市基础建设中，重庆
临空都市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有限公司
立下了不小的功劳。据介绍，这家公
司已为渝北城区新建或改造交通道路
20.5公里，累计建设大型立交桥5座，
修建人行天桥18座，打通断头路24
条；建设医院、学校、安置房、艺术场馆
等项目9个；累计实施城市景观、绿化
提升、社区公园、市民健身步道等项目
35个；完成棚户区改造项目10个，改
造棚户区面积36.41万平方米等。

在连接城乡的交通上，渝北已建
成普通干线和“四好农村路”总里程达
3000公里。80%都是水泥混凝土及沥
青混凝土路面，剩余20%的泥结石道
路也将在2年内全部硬化，最终实现村
民小组畅通率达100%。

不仅如此，渝北已建成的“铁公水
机”交通网络，把渝北、重庆与世界的时
空大大缩短。江北国际机场是中国八
大区域枢纽机场之一，开通329条国内
外航线，旅客吞吐量达4159.5万人次，
货运吞吐量达38.28万吨。

在铁路上，渝北区域内已有渝
怀、渝利、渝万、长化专线4条铁路，
渝北段的通车里程达114.3公里。在
建的铁路枢纽东环线渝北段（1主线
2支线）拟建里程达86.58公里。

渝北区内还有总里程约145公里
的内环、绕城高速、G50渝长、G65渝
邻、G75渝武、G85渝广“二环四射”高
速公路网。正在建设的三环高速、南
两、渝长扩能3条高速公路建成后，将

构成“三环五射”高速路网，把渝北与
外界联通。

渝北也靠长江，在水运上，目前，
渝北的水上运输企业共有7家，运输船
舶110艘，运力达66.5万吨，规划的洛
碛港建成后，年货运量近3000万吨，
将全面提升渝北的水上运输能力。

1985年11月30日，江北机场破土
动工；1990年1月22日，重庆江北机场
正式通航。经过不断地扩展，2017年8
月，机场T3A航站楼及第三跑道正式投
用。由此，在渝北的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第一个拥有3座航
站楼、实现3条跑道同时运行的机场，飞
行区等级提升到4F级。

2018年，重庆江北机场已开通国
内外航线300条，其中国际和地区航线
有82条，已通航五大洲的26个国家、
61 个城市。旅客的吞吐量已突破
4000万人次，在全国排名第九位，成为
渝北、重庆联通世界的“空中走廊”。

枢纽渝北，联通了世界。

渝北夜景 摄/李莉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鸟瞰宝圣湖 摄/尹宏炜

公园之城——城市公园数量全市领先

枢纽之城——“铁公水机”把渝北与世界联通

文明之城——重庆第一个全国文明城区

早在10年前，渝北就在重庆市的
城区中第一个捧回来一块“金字招
牌”——全国文明城区。

这块“金字招牌”的背后，是渝北
城市之变中的文化内涵和市民文明素
质的提升。

周济华是渝北图书馆的忠实读
者，他亲身经历了渝北图书馆的变
迁。渝北图书馆是渝北区1990年建
成的首个公共图书馆，2017年 6月，
渝北图书馆新馆建成开放，建筑面积
近 1.5 万平方米。馆内设有报刊阅

览、图书借阅、少儿阅读、少儿科技体
验、视障阅览、老年阅览、电子阅览、
数字体验、多媒体视听、书画阅读体
验、地方文献查阅、工具书查阅、读者
自修、24小时自助阅览等窗口为读者
提供免费服务，拥有各类图书 90万
余册（含电子图书），开通数字图书
馆、微信公众号、移动图书馆、RFID
自助借还系统等为读者提供现代化
服务。

除总馆外，渝北图书馆还以“15
分钟文化圈”为目标，实现行政辖区镇

街分馆全覆盖，形成以1个区公共图书
馆为总馆、3个社会力量参与分馆、22
个镇（街道）直属分馆、5个24小时自助
图书馆、181个农家书屋、147个社区图
书室和39个图书阅读点、8个爱心图书
流动点的总分馆服务网络体系。

与渝北新图书馆为邻的是同样建
筑规模的渝北文化馆，这两个馆均为
国家一级馆。

除满足市民文化需求的现代文化
馆、图书馆、体育馆、全民健身中心等
文体设施外，渝北还是一座“博物馆

城”。目前，已先后建成了渝北历史文
化陈列馆、巴渝民俗博物馆、巴渝古床
博物馆、碧津美术馆。

“15分钟文化圈”的文体设施，支
撑和丰富了渝北城区的文化内涵，而
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则提升了这座城区
市民的文明素质。目前，在渝北，已有

“中国好人”杨雪峰被中宣部追授“时
代楷模”称号，全区获得全国道德模范
及提名奖4名、重庆市道德模范及提
名奖13名、“中国好人”11人、“重庆
好人”68人。

建设中的中国摩新城

双龙湖

红火的新商圈

在渝北这座城区内，有一股驱动
发展的活力——科技创新。

渝北城区内有一家靠科技实现
快速发展的企业——重庆金山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利用其
微系统医疗器械国家级工程研究中
心、全国医疗微系统联盟等6个国家
级平台、6个省级平台，先后承担了国
家科研计划32项，获得各类科技成
果46项，已实现产业化23项。而由

公司组建的“金山医疗技术研究院”
研发成功的手术机器人，填补了国内
空白。

“在渝北城区内，已有一批像这
样的科技创新型企业。”渝北区科技
局相关负责人说，在科技创新中，目
前大数据智能化已站在了渝北科技
产业的前沿。

在这座城区内，已经集聚起一大
批研发机构。据介绍，目前，渝北已

建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研发机构32
家，其中市级新型研发机构有15家，
占了全市的四分之一左右；新型高端
研发机构8家，占了全市的三分之一
左右。

在渝北的企业中，已形成了靠科
技创新发展的氛围，也舍得在科技创
新上投入。据渝北区科技局统计，近
两年来，渝北区全社会投入的研发资
金在60亿元左右。在企业中，已有

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5家、市级企业
技术中心102家，规上工业企业研发
人员达10819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5.5%。研发投入强度达3.1%，高于
全市平均水平约1个百分点。

科技创新目前已成为渝北产业
发展的最大驱动力，科技创新已出了
一大批创新成果。2018年，渝北区
新增有效发明专利就有908件，新增
的发明专利件数居全市第一。

渝北同茂大道上，有一座新建成
的“智能公厕”。市民如厕，不仅可从
显示屏幕上了解有无空位，还能通过
人脸识别自动取纸，通过智能除臭杀
菌等。

这座公厕也很人性化，里面设置
了母婴室、休闲室等，如厕的市民还
可在里面看电视、读书报。

“目前，我们已在城区内建起了
10多座这样的‘智能公厕’。”渝北区
城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在渝北回兴轻轨站旁边，一座垂
直循环停车楼格外的引人注目。这
智能化的停车，不仅方便市民，也在

缓解停车难。
“目前，我们已在整个城区内建

成了 15座这样的简易机械停车设
备。”渝北区城管局负责人说。

在方便市民停车中，渝北还安
装起路边智能停车诱导系统。已在
城市街道安装路边车位传感器
3899 个、监控 193 套、路边车位诱
导屏294套，并建立起智能化停车
大数据管理平台，接入固定停车场
数据，开发出智能停车APP，实现了
市民停车动态查询、在线预定、定位
导航、自助支付等。后续将结合城
区管网和市政设施提升改造，全面

实施城区路内停车位的智能化改
造，届时约2万个路内停车位将全
部实现智能化管理。

在渝北，智能化、智慧化的城市
设施正在提升市民生活的品质。

在智能化改变、提升市民生活品
质中，渝北这座城区的管理也走向了
智能化。

在渝北的城市绿化管理中，有一
套园林绿化管护监测系统。这套系
统能对绿化植物环境的温度、湿度、
光照等进行实时监测，并自动生成养
护方案，实时通知养护人员做好养护
管理。

“目前，我们已经建立起城市管
理的大数据中心，建立起对数据组
织、处理、管理、应用、共享等方面的
标准规范系统。”渝北区城管局相关
负责人说，基本形成了用数据说话、
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决策的新型智慧
城管大脑。

在具体的智能城市管理中，渝
北已经建立起数字城管、智慧城
管、执法应用、城市照明智能化控
制、暴雨积水点和电缆防盗实时在
线监控预警等 11套智能化应用管
理系统。

渝北，正在成为一座智慧城区。

创新之城——科技为城区注入了活力

智慧之城——让市民享受高品质生活

产业之城——临空消费形成现代服务和物流大产业

2019年上半年，渝北区的社会
商品零售总额达342.7亿元，同比增
长8.4%，其总量、增速都在主城区居
第一位。

“1995年撤县建区时，渝北的商
贸服务业是以农村供销社的‘小摊摊’
为主。”亲身经历了渝北城市商贸服务
业发展历程、已退休10余年的原渝北
区商委主任王世国说，如今，伴随着城
市的发展，渝北城区已形成了以消费
和服务为主的现代商贸服务、会展和
临空物流为主的大产业。

当年的“小摊摊”，已变成了一个
又一个面积达数万平方米的大商场。

在渝北嘉州商圈中的新光天地，

其购物中心占地面积达7.5万平方
米，总建筑面积35万平方米，营业面
积 25 万平方米，停车位都有 5200
个。这一“长江上游高端的购物及生
活中心”，布局了“美丽市场”、“百货
世界”和“天空之城”业态，为消费者
提供高品质购物服务体验。新光天
地在2017年8月9日建成开业后，截
至今年9月，已累计实现营业额达17
亿元。

“目前，在渝北已建成3万平方
米以上的大型商业综合体12个。”渝
北区商务委员会负责人说，目前正在
建设的千亿级两江国际商务中心、千
亿级的现代消费走廊，将是渝北这座

临空之城的重要产业支撑载体。
如今，渝北在现代商贸服务业上

已建成了两路空港、嘉州2个市级核
心商圈，建成了3000平方米以上的
商场超市40个，全区零售商业面积
已超过300万平方米；在酒店业上，
已建成并投入运营的包括五星级酒
店在内的限上酒店39个。

渝北作为临空之城，临空物流业
已在加快发展。围绕机场建设的航
空物流园，正在朝着千亿级物流园的
目标进行打造。

“会展经济已成为渝北临空经济
的重要组成部分。”渝北区商务委员
会负责人介绍，渝北悦来会展城国际

博览中心总建筑面积达 60万平方
米，其中20万平方米的室内展览面
积、10万平方米的室外展览面积，是
国际一流标准的专业展馆。

依托这一会展平台，渝北的会展
经济已成一项重要产业。2018年，
成功举办包括智博会、西洽会等在内
的规模型展览46场，会展直接收入
20亿元。

渝北城区，已经成为一座围绕临
空消费为主的现代商贸服务业、物流
业为支撑的产业之城。

王彩艳 杨敏
图片除署名外由渝北区委宣传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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