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放碑，重庆“母城”的发源
地，也是外地人心中的重庆城。

2018年，解放碑步行街作为
重庆唯一代表，成功入选全国首
批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这也
意味着，重庆的这个“会客厅”，
迎来蝶变的新契机。

以商业质量更好、街区环境
更优、文化底蕴更浓、智慧化水
平更高为目标，解放碑将实施一

系列创新改造，其中的一个大手
笔，就是提升解放碑至朝天门步
行空间的品质。

据介绍，整个通廊包括3条
路线，即主要线路和嘉滨线路、
长滨线路两条辅助线路。这个
步行空间将通过由面到点的精
细化设计，实施一批历史文化挖
掘、城市景观提升、旅游配套增
设等项目，积极串联购物中心、

历史遗迹、山水景观、知名景点，
实现产业互联、空间互通、文态
互动，提升城市街道品质，激发
城市空间活力。

建设文旅通廊
激发城市空间活力

王萃 向桂香
图片除署名外

由渝中区住房城市建委提供

重庆渝中长江索道 摄/唐安冰

“民以居为安”。住房，关系
千家万户基本生活保障，关系经
济社会发展全局。

近年来，渝中区大力推进棚
户区改造、老旧小区改造，不断
提高廉租保障水平，在“应保尽
保，弱有所扶”上狠下功夫，为实
现区域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
力的住房保障支撑。

渝中区作为老城区，面临着
自有廉租住房房源不足的实际
困难，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只能
通过市级公租房固有的6个小区
进行摇号配租，导致部分困难群
体多次配租仍然无法入住。

为落实住房保障政策对特
殊困难家庭的优先配租政策，渝
中区积极作为，将自筹的公共租
赁住房（原用于区棚户区改造区
域内符合廉租住房保障条件家
庭的申请）所剩余的房源，面向
全区多次配租均未能成功入住
的困难低收入人群进行定向分
配。

通过这一方式，位于九龙坡
区华岩片区的西香郡小区，确认
配租了44户渝中区“双困”家庭。

“西香郡廉租住房的顺利配
租，不仅切实缓解了全区低收入
家庭住房困难问题。同时也作

为住房保障部门在住房保障工
作方面的探索创新，积累了宝贵
的经验，提高了保障性住房的利
用率。”渝中区住房城市建委相
关负责人说。

渝中区作为老城区、建成
区，老旧住宅小区数量多、分布
散、配套差，因修建久远，大都无
大修基金，基础配套落后、公共
设施陈旧。

近年来，渝中区着眼于提升
群众幸福感和城市美誉度，坚持

整治为先、管理为要，大力推进
老旧住宅小区改造提升。

2018年，该区开展了老旧小
区改造提升示范工作，选定枣子
岚垭正街枣一巷片区作为试点，
现已基本完工。该小区建于
1996年，含13栋建筑。通过对
雨污管网、路标指示、宣传栏、停
车位、环境卫生、绿化美化、活动
场所等配套设施及周边环境的
改善，实现老旧小区干净、整洁、
有序、宜居。

强化住房保障
让困难群众住有所居

改造后的老旧小区 摄／李显彦

在紧靠大礼堂的身后，有这
样一座小山堡——两头高，中间
低，形似马鞍，因而得名马鞍山。

沿枣子岚垭正街走进马鞍
山，从“山下”到“山上”，不过一
段石板铺就的缓坡，然而随着这
些梯级而上，从眼到心，很奇妙
地即刻幻化出另一番景象。

街区沿着坡势，天井连着院
落，狭长巷道贯穿其中，条石台
阶、青瓦红墙的老建筑点缀其
间。光影透过参天的黄桷树投
射在青石板上，壮硕的树根窜出
泥土攀上石墙，仿佛紧紧抓住了
那些流淌的时光……

作为重庆市28个传统风貌
街区和渝中区10个传统风貌区
的重点项目之一，马鞍山传统风
貌区的大部分建筑整治维修差
不多都已经完工，现阶段主要进
行管网改造和环境整治。

如今的马鞍山，原汁原味保
留了街巷空间和建筑特色，还原
了“青砖黛瓦，绿树红墙”的历史
文化风貌。

马鞍山传统风貌区下一步
将围绕打造渝中区全域旅游、都
市旅游，营造层次分明的山地格

局，再现马鞍山传统风貌街巷。
同时，加强对马鞍山名人旧居群
的保护利用，强化旅游、文化和
特色商业功能，与现有重庆人民
大礼堂、重庆三峡博物馆有机融
合，实现主客共享的开敞街区，
建成历史文化展示窗口。

挖掘文化内涵、保护街巷肌
理、重塑市井生活——把城市历
史文化资源挖掘好、保护好、利
用好，留住“古巴渝”“老重庆”特

有的地域环境、文化特色、建筑
风格“基因”，有序实施老鼓楼、
古城墙、涉外使领馆旧址等文物
修缮保护项目，加快推进十八
梯、鲁祖庙、马鞍山等风貌区建
设，努力让老建筑成为新街景，
把历史文脉有机融入美丽山水
城市之中，把乡愁留在现代都市
之中，让人们看得见历史、留得
住记忆。

坚守传统风貌
让老建筑成为新街景

十八梯一角

9月，重庆来福士购物中心启幕
的相关消息频繁刷屏。这个由国际知
名建筑大师摩西·萨夫迪担纲设计，投
资240亿元，新加坡在华最大的落地
项目，在开业首日便迎客35万人。这
一数字，远超重庆其它商业体开业迎
客记录。

市民蜂拥而至的同时，对朝天门
区域的公共交通承载能力，提出了更
大考验。所幸的是，正在加紧建设的
轨道交通一号线朝天门站，将在不久
以后，肩负起重要的交通疏导重任。

据悉，一号线朝天门站建成后将
设有6个出入口，分别沿小什字、新华
路、信义街等四周分布。朝天门站建
成后，将极大方便市民和游客出行、购
物、观光，并串联起朝天门码头、洪崖
洞、湖广会馆等著名打卡地。

城市轨道交通是城市公共交通的
骨干，日益成为群众出行的重要方式。

近年来，渝中区把轨道交通作为
城市公共交通的优先发展方向，努力
构建便捷出行的轨道交通网络，不断
满足市民高效绿色出行的需要。

经过几轮建设，渝中区已经建成
及在建轨道线路多达8条，现状及在
建轨道线路总里程约31.34公里，线网
密度达到1.69公里/平方公里，设站
27座，成为全市轨道线路最多、线网
密度最高的城区。

其中，已经通车的有1、2、3、6号
线；在建轨道1号线朝天门站、轨道5、
9、10、18号线。此外，还有4条规划
线路，分别是18号线渝中延伸段、26
号线、27号线、28号线。

交通建设事关老百姓出行，事关
经济社会发展，是城市现代化的重要
标志和有力支撑。交通条件改善了，
资源才能够升值。有了交通流，才会
形成更多资金流、物资流、信息流、人
才流。

抓交通就是抓发展，抓交通就是
惠民生。近年来，以轨道交通建设为
代表，渝中区集中力量加快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在扩大对外通道上，曾家岩嘉陵
江大桥、红岩村嘉陵江大桥、南纪门长
江轨道专用桥是3个重要的节点工
程。

其中，曾家岩嘉陵江大桥位于
重庆嘉陵江大桥和黄花园大桥之
间。上层为汽车交通设置双向6车
道，下层为轨道交通 10 号线，可与
二号线换乘，是主城区两大枢纽高
铁站之间的快速链接通道。项目建

成后将有效分流现有两条南北大通
道。

南纪门长江轨道专用桥则是重庆
轨道10号线重要跨江通道，属全线关
键控制性工程。

除了对接好这几个市级重大项
目，在对内畅通方面，渝中区正在加紧
实施渝中连接隧道、解放碑地下环道、
雷家坡立交等工程。

备受关注的渝中连接隧道下穿渝
中半岛，连接东水门大桥、千厮门大
桥，同时通过地下匝道连接解放碑地
下环道及解放东路。其主线隧道计划
2019年底通车。

解放碑地下环道总长度约6.3公
里，由“一环、七联络、N连通”组成。
连接北区路、嘉滨路、解放东路、两江
桥隧道和长滨路，并可将解放碑核心
区域26个地下车库连成一体，串联近
2.1万个车位。

日前，一部名为《城门几丈高》的
纪录片在央视热播。这部“解码重庆
DNA”的匠心之作，将老重庆“九开八
闭”的城门故事，详尽展示于世人面前。

17座老城门，分别在哪儿？它们
或遗存或消逝的曾经，还留有怎样的
印记？一条8公里长的环城墙步道，
或许能带你走进那些过往。

依托既有的步行空间改造提升，
渝中区正着力打造串联17座老城门
的环城墙步道——设置标识牌、增设
导游图、开发“发现古城墙”微信公众
号……未来，走在这条步道上，老重庆
的气息将透过一步步阶梯扑面而来。
定远门、临江门、洪崖门、千厮门……那
些遥远的记忆，将在行走中逐渐清晰。

步道，于重庆人而言，一直都是一
种特别的存在。它是独特的出行途
径，更是重庆特有的文化符号。

随着城市建设的不断发展，和休
闲健身、文化旅游功能的植入，原本并
不起眼的步道正在成为重庆的城市景
观。

为进一步完彰显山水特色、串联
历史文脉、讲好山城故事，渝中区在已
建成并广受赞誉的第三步道和虎头岩
山脊观光道等一批山城步道的基础
上，提出打造“一带、六横、十六纵”的
21条步道慢行系统。

据介绍，整个21条步道将分批实
施，计划2022年全面完工。渝中将借
此充分展现市井生活美好图景、形成
宜居宜游的特色步行系统、打造独具
魅力的山城步道城市名片。

以7月底对外开放的大化步道为

例。作为重庆首条电动扶梯崖壁步
道，大化步道上下落差达到了100米
左右，设置了14台电动扶梯，市民通
过步道从化龙桥到大坪，仅需大约10
分钟时间。

除了便民，大化步道的“颜值”还
非常高。这条步道沿线的景观绿化面
积超过了1万平方米，三角枫、九重
葛、迎春、桂花等遍布其间，还有嘉陵
江景致一览无遗。

聚焦基础设施
抓交通就是抓发展

打造山城步道
培育独特的城市名片

大化步道 摄／李显彦

天空之境重庆城天空之境重庆城 摄／唐安冰摄／唐安冰

渝中区两江环绕，半岛为城，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山水禀赋和悠久厚重的历史人文底蕴。

围绕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目标，渝中区以城市提升行动为契机，扮靓山脊线、守护江岸线、建设风貌区、联通景观带，

全面提升城市经济品质、人文品质、生态品质、生活品质，增强市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努力实现“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山水渝中山水渝中 美丽半岛美丽半岛
重庆是一个“山水之城”。

长江、嘉陵江从主城穿越而
过。“两江四岸”成为城市提升
的独特资源，是重庆城市发展
的主轴。

去年，我市出台《重庆市主
城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实施
方案》，将“两江四岸”的治理提
升，列为城市提升行动计划中
的重大专项。

两江交汇的渝中，无疑是
“山水之城”的一个重要看点。
这里有长江和嘉陵江共19.1公
里岸线。其中，长江北岸朝天
门码头至环卫三所8.8公里，嘉
陵江南岸有化龙桥滴水岩至朝
天门码头10.3公里。

按照全市的整体部署，传
承自身的历史文脉，渝中区同
样把“两江四岸”作为城市提升
重点专项工作，力求使“两江四
岸”山清水秀的颜值更高，开放
共享的气质更佳，让市民生活
更加美好。

“我们将按照国际一流滨
水岸线标准，系统开展渝中区

‘两江四岸’整治提升，将滨
江两岸打造成为‘山清水秀生
态带、立体城市景观带、便捷

共享游憩带、人文荟萃风貌
带’，实现城市品质1年有变
化、2年出亮点、3年见成效、4
年出形象、5年大变样。”渝中
区住房和城市建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为实现这一目标，围绕“国
际一流滨江带”的高标准，渝中
区将重点开展25项治理提升
工作，以修复生态系统、提升滨
江颜值、开放公共空间、传承历
史文脉。

比如为了修复生态系统，
打造山清水秀的生态带，渝中
区将大力开展城市水体整治和
消落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如在
珊瑚公园、滨江公园等处构建
滨江绿地与消落区之间的“生
态桥”；逐步搬迁置换岸线现有
仓储物流、批发市场、货运码头
等。

为提升滨江颜值，打造立
体城市的景观带，渝中将在优
化滨江城市功能、优化滨江建
筑布局、优化建筑天际线、提升
夜景品质等方面着力。如加强
鹅岭—浮图关—化龙桥—平顶
山中央山脊线景观治理，展现
滨江“绿壁”；丰富现有跨江大

桥绿化景观层次和色彩，提升
大桥桥头绿化品质，提高跨江
大桥夜景灯饰效果等。

便捷共享的游憩带，强调
的是开放共享的滨江公共空
间，让市民走得进来、留得下
来，聚集人气、激发活力。未
来，渝中区的滨江带将有高品
质的滨江公园、高水准的亲水
空间、完善的步行系统、丰富的
休闲体验。

而透过人文荟萃风貌带，
母城渝中厚重的人文记忆则将
一一呈现……

通过全方位的治理提升，
渝中区的“两江四岸”必将实现

“河畅、水清、岸绿、景美”，成为
展示“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
城市名片。

就在今年，围绕改善岸
线生态环境，提升滨江区域
品质，渝中区陆续分段启动
了消落区环境综合整治项
目。在 2019 年全市计划先
行启动的十大节点空间工程
中，渝中区涉及到珊瑚公园
片区（东水门—菜园坝）、李
子坝片区（牛角沱—嘉华大
桥）、黄沙溪段3个节点。

两江四岸珊瑚公园效果图

水陆轨串联渝中交通 摄／唐安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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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城建

建设中的曾家岩大桥 摄/李显彦

守护“两江四岸”
打造国际一流滨江带

重庆渝中半岛夜景 摄/唐安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