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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渝北

城
统筹推进168个城市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计划完成投资68亿
元，全力推进14条主干道、5座城市
立交、27条断头路、5个片区道路建
设，新增道路里程20公里。加快推
进9座人行过街设施、20条山城步
道规划建设。建成6个公共停车楼
（场），新增公共停车位1500个。完
成城市棚户区改造500户、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40万平方米。

乡
全年投入村镇建设资金约6

亿 元 ，整 治 提 升 农 村 旧 房 约
5000 户，建设场镇雨污管网约
15公里以上。完成农村危房整
治 2500 户以上，加快推进木耳
镇金刚村等5个居民新村建设。

房
完成公租房申请受理10000

户以上。完成空港乐园公租房配
租保障约 3 万户，入住率达到
99%，租金收缴率达到99%。完
成人才安居房保障约900户。完
成廉租住房保障住房困难家庭
622户，发放租赁补贴32万元。

管
新开工商品房 400 万平方

米、销售300万平方米。建筑业
实现在地产值430亿元，增加值
95亿元。完成10万平方米装配
式建筑。新建6个社区“蓝丝带”
调解室，物业纠纷调解成功率达
到96%。创建200个智能物业小
区，打造4个智慧小区。完成老
旧住宅增设电梯100台以上。培
育20个“智慧工地”示范项目，巩
固创建扬尘示范工地20个、市级
文明工地10个。完成城镇C、D
级危房存量总量 80%的解危治
理，确保D级危房全部搬离不住
人。

着眼四大“关键字”
锁定目标奋力行

近年来，在渝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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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品质的提升，离不开制度
的保障。渝北区住房城乡建委相
关负责人表示，将以问题为导向，
重点从五个方面的制度入手，积极
构建“科学管用、系统衔接、运转协
调”的制度机制，确保承担的各项
城市提升工作高效有序推进。

渝北将落实跟踪记录制度，
促项目前期更顺。严格执行全
区“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管理记
录”制度，详细记录项目前期工
作推进情况，做到流程清晰，有
迹可循，职责分明，确保项目前
期及手续办理规范，有力消除前
期工作“中梗阻”问题。同时，采
取容缺后补、提前介入、关键环
节合力攻坚等举措，提高前期工
作效率。

渝北将落实告知承诺制度，促
项目审批更简。推进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流程再优化、手续再精简、
时限再压缩，实行告知承诺制。对
工伤保险、资金落实等事项能按要
求做出书面承诺的，直接办理审批
手续，取消质量安全报监、施工合
同备案、资金到位证明等工作事
项，切实为企业“松绑”、为群众“解
难”。创新推行建筑企业资质审批
告知承诺制度。凡工商注册地在
渝北自贸试验区的建筑企业和外
商投资设立的建筑企业，且由渝北
区住房城乡建委负责审批的建筑
业企业资质（劳务分包除外）新办

申请、增项许可等，试行告知承诺
制，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路。

渝北将落实“三方日志”制度，
促项目监督更实。加强对重点国
有投资工程建设质量、安全、进度
和造价的监督管理，开展现场“三
方日志”的监督检查，通过限期整
改、约谈、扣分、记入不良行为记
录、“黑名单”管理等方式处理发现
的问题，进一步规范工程建设行
为，保障参建各方的合法权益。开
展末位排名，对排名后三位的国有
平台公司进行通报。

渝北将落实“五个一”制度，促
项目管理更优。建立完善“一个项
目、一个项目长、一套管理班子、一
张倒排节点计划表、一揽子抓到
底”的工作机制，一对一地促，一对
一地帮，确保项目推进的每个环
节、每个过程有人负责、有人跟踪、
有人服务，打好项目管理“主动
仗”。

渝北将落实“调度督查评比”
制度，促项目进度更快。“一月一调
度”，加大协调服务保障力度，及时
跟进解决项目的难点卡点问题；

“一季一督查”，引入专家组对工程
进度开展全过程监督，严格核查项
目推进、质量安全等情况；“一年一
评比”，评比结果作为单位年度目
标考核的重要依据。通过时间倒
逼、责任倒逼、结果倒逼，确保项目
高效推进。

城市提升高质量
制度落实有保障

围绕城市提升、乡村振兴、住有所居，掀起渝北住房和城乡建设新高潮

城市品质提升 城乡美美与共

渝北拥有大城市、大农村格
局。在城市品质提升的同时，农
村环境也在不断嬗变。

近年来，渝北坚持把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作为乡村振兴首要任
务和基础工作。围绕农村“厕所
革命”、生活垃圾治理、生活污水
治理、村容村貌提升、农业生产废
弃物资源化利用五项重点工作，
大力整治农村人居环境，乡村面
貌焕然一新。

近段时间，渝北区大盛镇天
险洞村村民邱世菊心情不错——
自家的老房子在农村旧房整治中
旧貌换新颜，变成了拥有5间客
房的农家乐。今年夏天的旅游旺
季，几乎天天住客爆满。邱世菊
心里很清楚，这和当地的农村环
境整治密切相关。“环境好了，大
家都愿意来耍！”她说。

大盛镇天险洞村位于渝北
区“三环十景”乡村旅游规划重
要节点，生态环境和旅游资源丰
富。结合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大
盛镇以天险洞村为示范点，因地
制宜，就地取材，对这里环境进
行了全面的特色化改造，为当地
乡村旅游业勃兴奠定了坚实基
础。

天险洞村是渝北乡村嬗变的
缩影。今年以来，渝北把改善农
村人居环境作为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的重要内容，统筹“生产、生活、
生态”，在全区继续集中力量实施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今年，渝北计划实施农村
旧房整治提升约 5000 户，截至
上半年，已开工 2700 户。同
时，续建石船、兴隆、玉峰山 3
个中心场镇提档升级项目。创

新提出《渝北区农村危房整治
9条》，从查、搬、租、拆、改、建、
管、督、评 9个方面指导镇街实
施农村危房整治，在实现四类
重点对象 C、D 级危房动态清
零的基础上，力争 2020 年底，
全面消除全区农村有人居住唯
一住房 C、D 级危房。继续加
快建设大湾太和村等 5个居民
新村。

渝北全年计划实施场镇雨污
管网建设项目37个，总投资约1.4
亿元。目前，已完工项目6个，建
设管网长度约15.23公里。正在
施工项目4个，剩余27个项目正
在开展财政评审、招投标等前期
工作。

此外，渝北还在今年启动
了“村庄清洁行动”。先后召开
区、镇、村社三级动员会 1540
余次，发放宣传资料 36000 余
份，悬挂宣传标语 2200 多幅，
媒体宣传 58 次，志愿者行动
992 次。宣传动员覆盖全区
193个村和社区，参与总人数达
到225628人次。清理垃圾和农
业废弃物 3036 吨，清掏沟渠
560公里。集中开展大扫除、大
清 洁 76531 户 ，受 益 群 众
283087人。启动农村住房建设
试点工作，探索建设一批农民
喜闻乐见且功能现代、风貌乡
土、成本经济、结构安全、绿色
环保的宜居型示范农房。目
前，已完成《重庆市渝北区农村
住房建设管理试点工作方案
（讨论稿）》，正在进行深化和完
善。同时，邀请6个设计单位设
计一批符合渝北区农村实际的
建房图集，正在方案设计阶段。

家住渝北的市民，今年能够
普遍感受到身边出行环境的变
化——老路在拓宽、新路在延
伸、断头路被打通，人行过街设
施、公共停车场建设紧锣密鼓，
此起彼伏。人与目的地之间的
距离，越拉越近……

出行环境的改善，得益于
渝北大力推进的“缓堵保畅”工
程。今年以来，渝北积极推进
道路的互联互通，启动实施双
龙大道拓宽改造工程一期建设
工作，加快建设椿萱大道、甘悦
大道、悦港大道等 14 条快速
路、主干道，完善骨架路网；建
成投用新南立交，提速建设机
场快速联络道、仙桃数据谷北
立交等5座城市立交，提高重要
节点通行效率；加快打通学成
路（一期）等13个城市断头路，
畅通交通“微循环”系统。切实
抓好5条城市轨道线路的建设
和协调工作，9号线一期和二
期、6号线支线二期、5号线北
延伸段、4号线二期推进顺利，

完善立体交通体系。
同时，渝北扎实推进9座人

行过街设施建设，做好20条山
城步道规划建设，统筹推进23
个公共停车楼（场），在年内将
建 成 投 用 6 个 公 共 停 车 楼
（场），新增公共停车位 1500
个，构建安全、便捷、绿色、舒
适、优美的出行环境。

交通基础改善上，渝北还将
在今年做好悦港隧道、秋成大道
四期、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
中心迁建、龙塔实验学校新扩建
等58个重要交通及民生工程项
目的前期工作，提高方案设计质
效，形成储备一批、论证一批、开
工一批、建设一批的良性循环机
制。

城市提升是一项系统工
程，不仅牵涉出行环境的改善，
人居环境的提升也是其中的重
要内容之一。

在位于渝北宝胜湖街道的
肖家河河段，“清水绿岸”治理
提升工程的实施，让这里的环
境和几年前有了天壤之别。

“原来河水又脏又黑，两岸
到处是垃圾和杂草，根本没得
人愿意靠近。”附近小区的居民

对这条河的旧貌记忆犹新。
近年来，渝北针对肖家河

存在的环境问题实施综合整
治。通过河道清淤、坡岸复绿
等有力措施，有效杜绝了水质
污染，河道和周边环境得到了
全面改善。

为深化巩固整治效果，渝
北今年加快推进“清水绿岸”
治理提升工作，高标准实施包
括肖家河、盘溪河在内的5个

城市水体“清水绿岸”工程，完
善岸线绿化和配套设施，打造
舒适宜人、环境优美的滨水空
间。

同时，建立海绵城市建设
管理制度，辖区内所有新建、改
建、扩建项目均按海绵城市要
求进行设计和建设，力求逐步
实现“小雨不积水、大雨不内
涝、水体不黑臭、热岛有缓解”
的目标。

“安居”是“乐业”之本，“安居梦”
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渝北由区住房城乡建委牵头，着眼“住
有所居”，坚守两条“底线”，强化行业
监管，竭力为群众打造舒适安逸的“安
乐窝”，从又一个层面助力城市品质提
升。

廉租房、公租房是保障群众安居
的两条“底线”，彰显着渝北的“城市温
度”。渝北通过全力保障廉租房、公租
房、直管公房及“实物配租+租金补
贴”等方式，多渠道保障中低收入住房
困难家庭的基本住房需求。同时，推
行公租房和廉租房并轨机制，加大廉
租房保障对象入住公租房的比例，对
廉租房、公租房保障对象实行差别化
租金管理。今年以来，空港佳园公租
房完成首次摇号，提供房源约1万套；
空港乐园公租房入住率达99%，保障
基本住房需求约8万人。渝北区住房
城乡建委在天竺路300号等廉租房区
域开展试点，全面提档升级廉租房居
住环境。大力推广“互联网+保障房”
管理新模式，在洛碛、茨竹、空港佳园
等保障房小区打造智能管理系统，提
升居住安全性。

作为行业主管部门，渝北区住房
城乡建委在今年启动对仙桃睦邻路片
区等28个国有土地上40万平方米房
屋的征收，启动宝圣湖华荣路片区等
5个项目500户安置补偿签约及零星
棚户区改造，有序推进城市修补和有
机更新。

对房地产开发、建筑、勘察设计和
物业等行业的管理，也是决定群众居
住品质的重要因素。渝北坚持“房子
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促
进房地产市场稳健发展，今年上半年
房地产新开工商品房297.70万平方
米、销售231.40万平方米。严格规范
市场秩序，培育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推

动房屋租赁服务平台、房地产经纪机
构监管服务平台良好运行。同时，积
极培育20万平方米以上的高星级绿
色建筑和绿色生态住宅小区示范工
程。

渝北积极推动建筑业提质增效，
今年上半年建筑业实现在地产值
216.43亿元，增加值56.91亿元。大力
创建“智慧工地”，目前，已建成具备11
项“智慧元素”的智慧工地38个。率先
在全国研发智能安全带，目前已完成
了穿戴检测、人员垂直定位等关键技
术的突破；率先在全国打造具有“智慧
元素”的标准化教育体验培训中心，运
用VR技术模拟高空坠落、物体打击等
场景，让从业人员切身体会不规范行
为带来的危险。创新建立监理人员人
脸识别考勤制度，安装人脸识别考勤
机81台，项目监理人员到岗率明显提
高。强化建筑工地文明施工管理，严
格落实“六清”要求，实现绿色建筑、文
明工地与城市整体形象相得益彰。

渝北大力推动勘察设计业创新发
展，推广BIM、VR等新技术在设计阶
段的广泛应用。同时，把好初步设计
审查质量关，规范工程设计变更行为，
开展勘察外业见证抽查，抽查比例保
持在10%左右，及时发现并纠正违法
违规行为。

渝北在今年持续提升物业服务水
平，选取龙溪、双龙湖、两路、回兴4个
街道作为试点，推动172栋约71万平
方米老旧单体楼实施了街区制管理，
惠及居民约8600户。试点建立环境
与物业管理委员会，加强对物业企业
和业委会监管。推进老旧住宅增设电
梯工作这一民生实事，目前，已接受申
请720台，发放受理通知书540台，进
入施工阶段200余台，竣工60台。今
年底，渝北将创建200个智能物业小
区，新建6个“蓝丝带”调解室。

“缓堵保畅”让出行更便捷

“清水绿岸”助环境更美好

多管齐下 圆群众安居梦 环境综治 再现大美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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