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引领城市提升

综合治理扮靓巴滨沿岸

城市的提升，离不开畅达的交
通。9月26日，位于巴南区的龙洲湾
隧道工地一片繁忙。工人和工程机
械来回穿梭，紧张地对工程进行最后
的扫尾工作。

龙洲湾隧道隧道全长约 8000
米，是巴南区历史上单项投资最大的
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也是我市唯一的
财政部第三批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
（PPP）示范项目。

龙洲湾隧道是巴南区内环快速路
和绕城高速公路之间实现东西联系的
干道，也是连接龙洲湾片区和南彭国
家级物流基地的关键工程。项目西起
龙洲湾教育大道，以隧道形式穿越铜
锣山，与渝黔高速公路设置互通立交，
东止于南彭物流基地东城大道。

龙洲湾隧道是实现重庆西南部经
济融合发展的重要通道。联系南岸茶
园新区、巴南经济园区、物流基地与江
津工业园区、高新区的重要快速连接
道，实现各经济园区优势互补，促进重
庆西南片区经济融合发展。

龙洲湾隧道的贯通，是巴南交通
发展史上又一标志性事件。近年来，
巴南交通路网建设方面取得重要成

就，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
全区先后建成渝南大道、龙洲大

道、巴滨路、东城大道等纵向骨干交
通网，至此有4条交通干道连接主城
核心区，轨道交通2号线、3号线并网
运行，改变了以往仅依靠老渝黔路通
达主城的格局，加快了巴南融入大都
市区的步伐。

此外，巴南还有内环、绕城、渝湘、
渝黔、沿江5条高速公路快速与外界联
通。同时，白居寺长江大桥、南环立交
改造、轨道交通18号线、渝南大道D段
南段项目现已启动施工，渝黔复线内外
环连接道、新燕尾山隧道、黄桷坪长江
大桥、鹿角隧道、茶惠大道等重大基础
设施项目等正在抓紧开展相关前期工
作。即将建成的铁路东南环线，将结束
巴南无铁路的历史。南两高速、渝黔高
速复线已如火如荼开展施工，交通基础
设施建设水平快速提升。

按照提升主城交通治理水平要
求及城市空间规划布局情况，“十四
五”后巴南将形成“三横六纵四联络
五轨道”城市交通格局与“八高四铁”
的对外交通体系，从而构建互联互通
的巴南区对内对外交通体系。

交通强基路网四通八达

“两江四岸”治理提升的背后，是
巴南以建设“重庆生态创新示范区”
为目标，全面开展城市提升行动计划
的大背景。这一计划与“两江四岸”
治理提升工作同步推进。

巴南前身，是历史名邑巴县。这
里森林葱郁、青山碧水、钟灵毓秀、遗
存丰厚、人杰地灵、名人辈出，拥有原
生态的秀美风景与数千载的历史沉
淀，区位优势突出，产业基础雄厚，发
展势头强劲。

巴南深入贯彻市委五届三次、四
次全会精神，聚焦创新、生态、开放谋
划城市定位，围绕绿色化、人文化、智
能化、国际化全面提升城市经济、人
文、生态、生活品质，切实提高城市宜
居度、带动力，让城市生活更方便、更
舒心、更美好。

去年底，巴南锁定了打造“城市中
有山水、山水中有城市”新巴南的目
标。将力争用5年时间，让城市面貌、
城市品质迈上新台阶，开启融入重庆
大都市、辐射渝东南的发展新格局。

今年，巴南将全面实施城市提升
行动计划，按任务分解有序推进城市
提升实施项目，着力补短板、强弱项，

力求城市提升行动初见成效。
着力打造城市“清水绿岸”，是巴

南以生态引领城市提升行动的重要
抓手，与“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工作一
脉相承，密切相关。

按照规划，巴南将在整治巴滨沿
岸基础上，全面推进主城区次级河流
全流域治理。深入实施水污染防治
工作，着力整治城市黑臭水体，高水
平建设海绵城市，高标准打造城市清
水系统和生态绿岸，努力实现“生态、
景观、游憩、海绵”四大功效，提高污
水处理排放标准，形成流域水系环境
保护长效机制。同时，加快花溪河全
流域系统整治，确保2019年启动项
目建设，稳步推进一品河、黄溪河“清
水绿岸”治理工作。

到2020年，巴南将在2017年底
已全面消除城市黑臭水体基础上，把
原黑臭水体变“废”为宝，全面修复水
生态系统，打造成为清澈灵动的生态
河流、鱼翔浅底的自然景象、生机盎
然的绿色河岸、舒适宜人的都市庭
院，河流水质主要指标达到地表水环
境Ⅳ类水标准，让城市水更清、岸更
绿、景更美。

“清水绿岸”力促城市提升

公租房和廉租住房保障，是保障群
众“住有所居”的两条“底线”，也是巴南
城市提升的重要抓手。

现居龙洲南苑市级公租房的郭国华
夫妇来自湖北。10多年前，郭氏夫妇从
老家退休后，不远千里来到重庆照顾孙
子。后来，孙子长大成人，为不给儿子儿
媳妇造成负担，老夫妻俩主动提出搬出
去住。

退休工资本不高的郭氏夫妇买
不起商品房，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
时，却幸运地摇到了一套公租房。“至
今我都不能忘记那种兴奋的感觉！”
老郭说。

作为首批入住龙洲南苑的居民，郭
氏夫妇真实感受到小区的好——齐备的
基础设施，优美的绿化环境，整洁干净的

小区道路，每月定期播放的惠民电影和
各种讲座、院坝会，都在不断强化着两位
异乡人的归属感。

为了更好地建设家园，郭氏夫妇报
名成为小区志愿者，义务为小区开展创
卫、治安巡逻。“党和政府让我们住上了
这么好的房子，让我们在重庆有了属于
自己的家，让我们能安享晚年。我们也
要发挥自己的余热，回报祖国，回报社
会！”

像龙洲南苑一样的市级公租房项
目，巴南共有3处，总建筑面积约263万
平方米，共33946套房源，分配入住2.7
万余户，解决了7万余名社会无房人员
的住房困难问题。

纵观全域，自2003年位于鱼洞工农
坡的首个区级公租房项目建成以来，巴

南共建设20个区级公租房项目，房源
3135套，总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米。
2017年，全区公租房和廉租住房并轨运
行，区级公租房房源得到有效统筹，提升
了分配入住率，目前分配入住3079户，
分配入住率达98%，累计发放租赁补贴
1324人，金额466万元。

近年来，巴南开始对区级公租房
进行全面升级改造，包括消防器材增
补、消防管网改造、水电线路改造、屋
面防水、墙面翻新、绿化植被修复、部
分电梯更换、健身器材安装等，公租房
居住环境显著改善。此外，巴南还试
点对花溪苑区级公租房管理升级，安
装人脸识别系统，启用后可实现刷脸
入小区、单元门，刷卡入户，提升了公
租房安全管理水平。

两条底线保障“住有所居”

按照全市“城市提升计划”统一部署，巴南以建设“重庆生态创新示范区”为目标，突出国际化、绿色化、智能化、人文化，坚持规划引领，高标准
推进南部新城、重庆国际生物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城等重点区域建设，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全面提升城市经济、人文、生态、生活品质，努力建设
成为“近者悦，远者来”的美好城市。

家住圣灯山镇46岁的建卡贫困户
周平（化名），人生曾走过一段弯路。
2009年刑满出狱后，他决定开始新生
活。不过，一个人如果连对摇摇欲坠
的老宅也束手无策，重新扬起生活的
风帆无从谈起。

周平的情况镇、村干部看在眼里，
记在心中。去年，周平被列为建卡贫
困户，周家老宅被区城乡建委鉴定为D
级危房。

按照相关政策，周平将获得的3.5
万元政府补贴用于危房改造，并于去
年完工喜迁新居。看着宽敞、明亮、设
施齐备的新家，周平强烈感受到了生
活的奔头。在当地政府的帮扶下，他
拿着2万元的产业扶贫资金学习花木
种植技术。目前，已种植花木8亩，还
利用花木的优势尝试蜜蜂养殖。“住上
了新房子，过上了好日子。感谢社会

给了我重生的机会！”周平说。
一个小家的变化，折射的是巴南

农村“大家”的变迁。在广袤的巴南农
村，一座座新农房拔地而起，成为群众
的安乐窝。

农村危房改造，是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行动计划的重要内容，是解决农
村贫困群众基本居住安全问题、推进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抓手，是保
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要求。

近年来，巴南以农村建档立卡贫
困户、低保户、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
三类重点对象为重点，对C级危房进行
加固改造，对D级危房进行拆除重建。
2012年迄今，巴南实施C级危房加固
改造 10406 户，D 级危房拆除重建
5526户，15932户贫困群众喜圆“安居
梦”。

在农村危房改造中，巴南制定了

严格的保障程序，对改造对象认定、危
房等级鉴定、审核审批程序、改造过程
监督管理、质量安全巡查、竣工验收、
补助资金管理、健全档案管理等工作
进行了全面部署，做到农村贫困人口
危房改造工作规范、透明、公开。

为保障工程质量，巴南加强过程
监督，严格验收标准，采取两道关口
开展检查验收——改造完工，镇街作
为危改责任主体自查验收；区级有
关部门组建督导组，开展质量跟踪
监督检查，确保工程保质保量按时
完成。

“脱贫攻坚是一项系统工程，危
房改造也不能一蹴而就。”巴南区住
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时
刻把农村贫困群众住房安全摆在首
位，继续将危房改造工作向纵深推
进。

巴南紧扣“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认真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行动计
划，举全区之力推动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农村逐渐呈现出产业兴、人气旺、生态好、
环境美的新面貌。

基建助力乡村振兴

家住丰盛镇油房村的王德育，新
近养成了晚饭后出门散步的习惯。焕
然一新的家园环境，让这位土生土长
的油房村人心情倍感舒畅。

多年来，油房村的环境却并非今
日这般让居民满意。院坝中、阡陌上，
家禽粪便和各色垃圾“交相辉映”；柴
火、农具杂乱地散落在房前屋后，让人
无从下脚；池塘边、树林里，污水横溢
蚊蝇肆虐……

在今年启动的村庄清洁行动中，
巴南区狠抓“五沿”区域示范点建设，
以沿江高速、沿旅游景区为重点，结合
乡村振兴示范片建设、特色产业发展、
脱贫攻坚等工作，启动了丰盛镇油房
村、二圣镇集体村、鱼洞街道干湾村等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区级示范点建设。

得益于项目推进，目前油房村和
二圣镇集体村2个示范项目基本建
成，两地的村庄环境、整体形象得到大
幅提升。

同时，全区开展70个院落整治示
范，对200户农房及周边环境进行改
造，带动周边农村环境提档升级；沿江
高速（巴南段）沿线区域基本完成整
治；鱼洞街道干湾村、南泉重点整治
线、丰盛古镇连接道、丰盛古镇环线项
目正有序推进。

此外，巴南区农村“厕所革命”、农
村垃圾治理、村容村貌提升、农村生活
污水治理、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村
规划编制等六项任务稳步推进。目
前，已完成改厕4240户；推进垃圾村
分类工作，行政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

率达100%；稳步推进污水管
网建设，农村生活污水处理
率达85%；村庄清洁行动
覆盖率实现100%，完成
农村危房改造1392户，
安装公共照明 2064
盏，建成184.7公里通
组公路，新建 90公
里入户道路。

新农村新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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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发展成就巡礼·城建

巴南巴南 聚焦两大基本面聚焦两大基本面 城乡建设上台阶城乡建设上台阶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巴南将聚焦巴南将聚焦““南部新城南部新城、、重庆国际生物城重庆国际生物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城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城””三城三城、“、“城市提升城市提升、、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两大基本面两大基本面，，建建

设设““生态创新试验区生态创新试验区、、宜业宜居美丽城宜业宜居美丽城”，”，开启融入重庆大都市开启融入重庆大都市、、辐射渝东南的新格局辐射渝东南的新格局，，打造打造““城市中有山水城市中有山水、、山水中有城市山水中有城市””的新巴南的新巴南。。

花溪河清水花溪河清水““绿岸治理绿岸治理”” 摄摄//李显彦李显彦

新家园新生活

巴南龙洲大道巴南龙洲大道 摄摄//冯亚宏冯亚宏

美丽巴滨路美丽巴滨路 摄摄//冯亚宏冯亚宏

贺娜 彭光灿
图片除署名外由巴南区住房城乡建委提供

南彭公租房

二圣镇集体村清华白鹭潭二圣镇集体村清华白鹭潭

接龙镇和平桥接龙镇和平桥 摄摄//冯亚宏冯亚宏

鱼洞长江大桥 摄/冯亚宏

朝霞普照龙洲湾朝霞普照龙洲湾 摄摄//冯亚宏冯亚宏

龙洲湾隧道全景图龙洲湾隧道全景图

巴南城市新貌巴南城市新貌 摄摄//何洲行何洲行

初秋，天气渐凉。每到傍晚，巴滨路
马桑溪大桥附近，散步的市民越来越
多。江岸边，道路干净整洁，护栏坚固美
观，绿地花团锦簇。新建的自行车道三
色相间，宛若一道散落在江边的彩练。
夕阳西下，在江面泛起金色的余晖。习
习江风，夹杂着花草的芬芳，把凉爽的惬
意洒向四面八方。

“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工作，是我市
践行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
发”的重要举措，加快建设“山清水秀美
丽之地”的重要载体。巴滨路沿线的美
景，正得益于巴南“两江四岸”治理提升
工作的全面推进。

2018年12月，市政府常务会审议
通过《重庆市主城区“两江四岸”治理
提升实施方案》。今年1月，巴南“两
江四岸”治理提升工作全面启动。

巴南高度重视“两江四岸”治理
提升工作，成立了以区政府主要领
导为组长的巴滨沿岸保护利用治
理提升专项小组，统筹领导“两江
四岸”治理提升；明确了52项重
点任务，确定了今年的10个重
点项目。同时，落实了责任单
位、年度工作目标，将“两江四

岸”治理提升工作纳入相关部门和街镇
年度目标考核。

巴南坚持规划先行，引领“两江四
岸”发展。邀请知名机构和专家共同谋
划，提出交通、公共服务、产业、景观等方
面的改善提升措施，预留重大功能性设
施用地，优先预控新兴文化休闲功能；着
力优化滨江区域用地布局，狠抓滨江区
域生态保护。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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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
求，巴南致力于把巴滨沿岸建设成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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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以来，巴南区印发“两江四岸”
地区“八乱”行为专项治理实施方案，对

“两江四岸”地区乱搭乱建、乱倒乱堆、乱
填乱挖、乱耕乱种“八乱”行为进行全面
排查和治理，并在巴滨沿线采用片植的
方式，大规模栽植开花乔木，改善这里植
被种类和景观单一的情况。

同时，巴南大力推进市政设施建
设。整合岸线业态功能，关停货运码头、
餐饮船；优化滨江城市功能，高标准建设
公共服务设施；加强历史文化资源挖掘
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