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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津滨江新城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厚植高质量发展沃土

重点项目推进有力
24个区级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约 49.37 亿元，投 资 完 成 率 约
120%。

地产开发势头稳健
27个综合开发项目全年开工约

188万平方米，投资超过45亿元。

城市配套日趋完善
万达广场暨城市综合体、周百

福珠宝产业园、重庆居然之家等项
目6个，协议引资额60.8亿元。

改造铺装面积7.2万平方米，
新增绿化面积32.21万平方米，新
增华灯387盏。

商业面积建成约 48万平方
米，开业餐饮、装饰装修等商家
300多家。

生态环保持续加强
开展施工扬尘污染防治、污水

偷排偷放、噪音污染防治、污水管
道破损四大专项检查30余次，下
发整改通知50余份，督促解决20
余个环保问题。

完成市政园林工程、花园城
市、管网搬迁、生态环境保护及“三
创”等项目42个，投资1.45亿元。

“水深则鱼悦，

城强则贾兴。”企业

的壮大，创新创业

的活跃，一刻也离

不开良好的营商环

境。近年来，江津

滨江新城加快基础

设施建设，不断完

善城市配套；强化

服务意识，“软硬兼

施”着力构筑营商

环境新高地，以实

际行动“重商”“亲

商”“扶商”“安商”，

为高质量发展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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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

如今的滨江新

城，正以一种前所

未有的高速演绎着

巨变。这颗长江岸

畔的明珠，正日益

绽放出夺目异彩，

成为“滨江亲水、绿

色生态、品质品位、

宜居宜业”之城。

“精挑细选了一大圈，我终于在
滨江新城找到了诗意栖居。”今年初，
从外地调到江津工作的王清选择在
这里安家。交通便利、配套完善、环
境宜居，如今滨江新城已成为众多人
购房置业的首选之地。

滨江新城，一个“从无到有、从
小到大”的城市新区地标。生态、宜
居、宜商、宜业，这里正成为江津城
市升级的窗口。

滨江新城是江津“一轴两翼”和
同城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区域，规划核
心区面积近20平方公里，东望西彭
园区，北接双福新区，南邻滚滚长江，
与几江老城区隔江相望，背靠郁郁葱

葱的缙云山，10公里长江岸线在这
里蜿蜒曲折，构成“一城山水半城绿”
的美景。

“完善功能配套，提升城市品
质是滨江新城优化营商环境筑巢
引凤的关键举措。”江津滨江新城
管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对此，滨
江新城把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拓展
城市功能、配套公共服务作为重要
任务之一。

围绕建设现代化新城的目标，滨
江新城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
依山傍水的生态优势，坚持高起点规
划、高标准建设、高质量配套，如今

“滨江亲水、绿色生态、品质品位、宜

居宜业”的美丽滨江之城已初具规
模，成为展示和提升江津城市形象的
核心区域。

目前，几江长江大桥、鼎山长江
大桥、西江大道、南北大道等桥梁道
路已建成通车，“外通内联”交通大
格局已形成，轨道交通正在建设，渝
昆高铁也在滨江新城规划建设站
点。在文化体育配套上，江津区科
技馆、文化馆、博物馆、档案馆、图书
馆和青少年活动中心、妇女儿童活
动中心“五馆两中心”集中布局在滨
江新城，现已全部建成并陆续投
用。在教育配套上，已建成投用重
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北京师范大

学江津附属学校、江津实验小学等
5所学校，未来还将形成从幼教到
大学的全覆盖教育体系。“三甲”医
院江津中医院已经建成投用；圣泉
公园等组建成超过85万平方米的
城市绿地；在建和规划的商业配套
超33万平方米；城海·滨江春城、金
科中央公园城等一批精品楼盘，让
居住品质不断提升，新城人气不断
聚集。

“区位优势明显、发展思路超
前、配套系统齐备、基础设施完善、
政策扶持力度大，滨江新城为投资
者提供了十分优越的投资环境，让
我们坚定了投资这里的信心和决

心。”重庆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江津区2019
年第一季度招商引资项目集中签约
仪式上，居然之家成功入驻滨江新
城滨利·汇金中心，营业面积约2万
平方米，将着力打造融家装设计中
心、家具建材品牌专卖店、建材超
市、家居商场等多种业态为一体的
大型家居建材主题购物中心，进一
步繁荣滨江新城家居建材行业，满
足高入住率带来的装修需求。

栽好梧桐树，引来金凤凰。经过
10年的开发建设，截至2019年底，
10平方公里的滨江新城初具规模，
累计启动项目超过170个，总投资约
700亿元，累计完成投资约 455亿
元；房屋建设累计开工面积约850万
平方米，建成面积约550万平方米。

近日，一辆贴有“党群直通车”
标识的服务专车开进石竹新花园项
目工地，滨江新城管委会环保工作
人员联同江津区生态环境局行政执
法支队，对建筑工地施工噪声污染
防治以及施工扬尘污染防治相关知
识进行宣传，协调各施工单位科学
组织施工，减少施工噪音及扬尘对
居民生活的影响。

“滨江新城党群直通车解决问
题迅速及时，施工单位人性化调整
了作业时间，大家又可以安心休息
了。”家住石竹新花园项目工地附近
的居民们连声称赞。

与完善的城市功能配套硬实力
相比，优质服务的软实力更是滨江
新城营商环境打造的一张王牌。

“开通党群直通车是滨江新
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创新性举
措，为提高政府服务企业水平，拓
宽服务渠道，更好地为企业提供

‘优质、高效、便捷’的即时服务。”
江津滨江新城管委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将一辆贴有“党群直通车”
标识的服务专车开进小区、社区、
工地，宣讲政策、收集意见、解决
难题，不仅搭建起政企沟通的平
台，更为新城建设营造健康和谐
的环境氛围。

党群直通车的核心是服务。
面对企业、施工单位和群众的多样
化需求，滨江新城结合实际，融合
院坝会、在职党员进社区等多种服

务渠道，把定期活动和平时服务结
合起来，做到政策直通、信息直通、
服务直通、民情民意直通，实现随
时联系、即时服务，努力化解矛盾
纠纷，帮助服务对象解决实际困
难。

滨江新城自 2017 年 10 月开
通党群直通车以来，至今已收集意
见建议310余条，解决问题270余
件。

为进一步开启服务群众的新
通道，今年1月，滨江新城党群便民
中心正式投用。滨江新城党群便
民中心设立有志愿服务站、心灵驿
站“两站”，展示区、功能区、服务区

“三区”，配备功能会议室、图书阅
览室、职工活动室、党群直通活动
室“四室”，是集党建创新、联系服
务、学习教育、沟通交流、文体活
动、技能培训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
服务窗口和区域性、开放性党群活
动阵地。

此外,滨江新城党群便民中心
还为企业提供企业投资备案、建设
项目绿化方案指标审查、建设项目
市政配套设施审查、建设项目市政
配套设施验收、建筑渣土运输许可
劳动保障等咨询服务。

打造高品质营商环境只有“进
行时”。带着服务“开出去”，等待群
众“走进来”，以企业需求为导向，提
供全方位、保姆式服务，凝聚起共同
建设美丽新城的强大合力。

盛夏清晨，走进滨江
新城乾和珑湾小区，苍翠
欲滴的树木，竞相绽放的
鲜花，绿草茵茵掩映着步
道，于花草繁盛宜人景色
间，尽情呼吸自然清风，生
活自此畅快舒意。

“开门见绿，推窗见
景，如今我们小区处处充
满着诗情画意。”家住乾和
珑湾小区的周大爷谈到小
区居住品质笑逐颜开。而
小区面貌的焕然一新，得
益于一场绿化改造。

“一次深入乾和珑湾
小区在建项目施工现场，
我发现在实施绿化过程
中，出现了选择栽种的植
物品质低、种植方法不到
位、搭配混乱等问题，导
致绿化景观呈现效果不
佳。”滨江新城市政园林
环保办相关负责人说，为
了帮助企业加快项目推
进，提升竞争力，同时提
升小区品质，为小区业主
营造良好的居家环境，立
即将问题向该项目负责
人反映，同时对具体的景观效果提
升、养护要点等从专业角度进行了科
学、全面的指导。

开发企业采纳了建议，随后更换了
施工单位，对栽种植物精心选择，并匠
心独运打造优质绿化景观……在一番
绿化改造后，如今小区移步亦景，让业
主们真正体验到花园式住宅区的温
馨。这只是滨江新城采取项目“一对
一”为企业解决问题的一个缩影。

“为企业发展当好‘店小二’，做好
‘贴心人’，真正做到想在先、干在前，以
更加精准精细的服务，为企业解决实际
困难，把主动担当、靠前服务转化为优质
的营商环境。”江津滨江新城管委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为平稳、快速推进滨江新城
辖区内综合开发项目及公建项目，自去
年6月起，滨江新城细化任务、明确责
任，采取“一对一”帮扶的方式，把任务、
目标、责任落实到相应分管领导、责任科
室、责任人员，做好跟踪服务，在规划、建
设、环保等领域全程协助。

相关责任人深入一线，及时跟踪解
决项目推进中的具体问题，采取高效有
力措施，对市级、区级重点项目建设的
重要事项实行挂牌督办、跟踪督促，真
正做到“事事有回应、件件有落实”，为
打造更优良的营商环境，推动更高质量
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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