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北地处主
城腹心地段，不管

从形态特征还是人口

结构看，都已进入高度城市化
时期。因此，我们开始从以

建为主、重建轻管转向以
管为主、建管一体，向
求特、求新、求强、求美

目标奋进，力求让群众在城
市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更美
好。”江北区相关负责人说。

首先便是在环境硬件上
下功夫。立足“两江三山四
景五河”独特山水资源，江北
在面上做文章、线上精勾勒、
点上细打磨，加强改善管网、
完善城市功能，启动了对北
滨路沿江区域及重要干道沿
线的 128 栋楼宇建筑和 12.7
公里堤岸的景观照明提升，
实施拆违建绿、见缝插绿、破
墙透绿等措施推进园林绿化
建设，持续开展全域环境综
合整治，优化生产、生活、生
态空间，让城市更加宜居宜
业宜游。

其中，针对老旧小区的整
治工程赢得了群众普遍好评，
全区住房安全保障大幅度提
升，充分体现出江北以人为核
心的城市化原则。从环境整
治、环卫设施、照明设施、园林
绿化等8个方面着力，累计整
治老旧小区130个，惠及居民
52万余人。

另外，作为环境硬件的重
要一环，基础建设紧跟其

上。江北全力支持铁路枢
纽东环线、盘溪立交、

渝长高速复线进城

连接道、渝长高速扩能等市
级重点项目建设，配合征地
上千亩；大力推进轨道三号
线、四号线、五号线、六号线、
九号线、十号线、环线和郭家
沱长江大桥、曾家岩大桥等
市区共建项目建设；通过轨
道交通网络构建城市空间主
骨架，建好城市路桥隧，成效
显著；编制完成《江北区城市
提升交通建设“三年行动计
划”实施方案》，累计投入资
金21.42亿元，启动海尔路改
扩建、水口立交、铁山坪生态
区道路整治等 27 个计划项
目，共计65.96公里公路建设
改造工程；城乡交通服务工
作纵深推进，大力提升道路
管养水平，推动水陆运输行
业总体平稳发展，水陆运输
行业平稳发展。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为了
扎实做好平安交通工作，江北
相关部门领导和分管领导已
组织召开安全会议40人次，
组织开展安全督查检查达34
人次。

并且，严格按照今年监督
检查计划，以大排查大整治大
督查大执法、“百日攻坚”为抓
手，结合各专项行动，突出重点
时段、抓住重点行业，强化行业
安全隐患排查。今年上半年，
累计排查出一般隐患471起，
下发局部停工通知书2份，行
政处罚5份。累计办理群众来
信来访113件、办结率100%、
满意率95%，办理人大政协提
案建议和意见 66件、办结率
100%。

城市美
颜值与气质共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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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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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素质

1949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只
有40多岁，到重庆直辖江北区人均
预期寿命提高至77岁，去年末全区
平均预期寿命提升至79岁。

2018年全区学龄儿童入学率
和初中升学率均达到达到100100%%。共
有普通中学21所，比建国初期增加
15所，拥有小学33所，普通幼儿园
151所，在校学生数达到84547人，
是建国初的22..33倍倍，专任教师4940
人，是建国初期的55..33倍倍。

截至2018年末，全区共有公共
图书馆38家，公共图书馆馆藏数量
65.9万册，影剧院座位数18637个，
电影演出场次27.2万场。文化产
业实现增加值由2014年的40亿元
增加到2018年的67.8亿元，年均年均
增长增长1212%%，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提高到提高到66..66%%。

消费水平

2018年全区居民人均消
费支出为2549825498元元，比1978
年增长增长2525倍倍。

铁山坪森林公园铁山坪森林公园

想让百姓过上高品质生
活，除了夯实硬环境打造，做

好民生工作也是基本前提。
而谈起民生，自然离不开教育
和医疗两大主题。

为了让群众享受高质量
教育、高水平医疗，江北真抓
实干，以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
措密织民生保障网，切实增强
了人民获得感。

聚焦江北，传统的教学理
念和教学模式正不断地发生
着改变，深化教育综合改革、
配套学校加快建设、开展铸魂
育人活动，现代化教育强区建
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尤其是顺应社会发展和
历史潮流，在教育信息化工作
方面以智能教育为抓手，投入
1亿多元从课程、方法、技术等
方面推动教育系统变革，以教
育智能化助推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

全新的3D打印技术走入
课堂、学生自己“开课”当起老
师、微互动、人脸识别……江
北区创新智慧教育教学方式，
将新一轮教育改革发展的主
动权紧紧握在了手中。

目前，江北“个性学、智慧
教、智能管”的区域智能教育
生态体系初见雏形。重庆十
八中已入选教育部在线教育
研究中心智慧教学试点项目，

徐悲鸿中学等3所学校入选国
家未来学校创新计划2.0领航学
校/种子学校，3所学校完成未来
学校建设，江北区荣获了市智慧
教育应用示范区县称号。今年
1月，江北区又成功入选我市智
慧教育示范区建设。

另一方面，江北把医改工
作向纵深推进，以高水平医疗
服务助推高品质生活建设，公
共卫生服务能力持续增强中。

在市委、市政府指导下，
江北认真贯彻落实全国卫生
健康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全市
卫生健康工作任务分解表确
定的目标任务，深化医改便民
长效机制，推进分级诊疗建
设，开展脱贫攻坚工作，大力
推进区人民医院新建等重点
项目建设。

截至今年上半年，江北顺
利迎接2018年市级基本公共
卫生服务检查，全区无较大及
以上公共卫生事件发生。

与此同时，据上半年数据
显示，江北区医疗服务能力稳
中有升。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达到494家，包括三级医院6
家（含专科医院）、二级医院13
家、一级医院26家、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14家；住院床位（包
括市级医院）达到8980张；医
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数237.6
万人次。

民生稳
教育医疗有保障

灯火
璀璨的北滨
路、梦幻绚丽的
江北嘴、活力动感
的观音桥、闹中取静
的北仓文创园……

新时代新生活，伴随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持续稳定向
好，江北区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
逐步提高。不管是生活、学习、创
业，还是旅游，均可享有环境优美、智
能便捷、治安良好、文化氛围浓厚的美丽
城区。

目前，江北区城市功能日趋优化，
社会民生不断改善，人均公共体育
面积1.95平方米，医疗保险参
保率均稳定在95%以上，安
全感指数达到97%，群众
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更
加充实、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

幸福江北幸福江北：：高品质生活日益美好高品质生活日益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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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清晨的石子山公园空气
怡人、满目绿意，住在周边

的居民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或散
步、或打球、或打拳，一派其乐融融的

和谐之景。
得益于城市环境质量的不断提高，

江北区居民生活水平日益提升，因此，
丰富文化活动、加强体育发展，成为江
北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
出的“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加快推
进体育强国建设”重要精神，江北区以
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为抓手，
深化体育惠民工程，全力推动形成“全
民健身人人参与”的生动局面：足球、篮
球、羽毛球、网球等区级常态联赛氛围

浓烈；新年登高、彩妆跑等群众健
身活动日益成型；铁山坪森林国

际半程马拉松赛、全国校园
铁人三项邀请赛等品牌

赛事红红火火；政府
购买社会体育指导

员服务进社区、国民体质
免费监测等惠民利民举措得
到群众热捧，有效满足了人民日
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在文化上，江北扩大文化服务范
围，着力构建江北文旅智慧云平台，使
全区公共文化智慧服务体系越加健全。

截至8月，江北区文旅招商，共计
新签约项目6个、总投资额0.84亿元，
引进中青旅重庆国际旅行社西南总部、
南之山书店·城市之丘等重点项目；文
物保护加快推进，实现批复文物保护修
缮总投资约1.2亿元；文化惠民加快落
实，建成103个社区（村）综合文化服务
中心，文化馆免费培训学员3088人次、
累计授课256课时，开展各类文化演出
活动300余场、服务群众15万人次；全
面夯实基层党建、党风廉政、意识形态
三个关键，紧紧围绕以新中国成立70
周年为主题，举办“书香北滨”、“拥军送
书”等全民阅读活动80余场、服务群众
5万余人。

如
今 的 江
北，文明之花
竞相开放，百
姓生活有滋有味，
小米公司创始人雷
军也在微博里为“古城巴
郡 时尚江北”点赞。

截至今年8月，江北
共接待海内外游客3425万
人次、同比增长15.9%，其中海
外游客 14万余人次、同比增长
13.83%，旅游总收入94.5亿元、同比增
长13.24%。

生活好
活动丰富氛围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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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江北

江北现代化教江北现代化教
育强区建设不断取育强区建设不断取
得新成效得新成效

石子山体育公园石子山体育公园

居民在铁山坪街道唐桂社区养老服务站学习绘画居民在铁山坪街道唐桂社区养老服务站学习绘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