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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护传承历史文脉、提升城市人文品质方面走在前列作出表率

渝中提速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魅力城区

渝中区是重庆“母
城”，积淀了巴渝文化、
抗战文化、统战文化等
厚重的人文底蕴，培育
了伟大的红岩精神，有
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孕
育了重庆的“根”和
“源”。

去年以来，渝中区
致力于“人文渝中”建
设，打造高品质的人文
环境，挖掘提炼渝中文
化内涵，加强历史文化
保护和传承，让“网红”
变“长红”，让“流量”变
“产量”，成为“近悦远
来”的全国知名都市旅
游目的地。

2019 年，渝中区
接待游客 6730 万人
次、实现旅游收入460
亿元，人均旅游消费增
长 10%左右，文化旅
游业增加值占GDP比
重超过10%。

厚积薄发
渝中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

近两年，随着重庆旅游持续走红，
洪崖洞、长江索道、贰厂文创园、李子坝
轻轨站、朝天门两江游等异常火爆，占
据重庆网红景点半壁江山，渝中区成为
了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

根据《中国2019年国庆旅游城市排
行榜》，重庆国庆期间接待人数约3859
万人次，全国排名第一。渝中区共接待
游客1140.9万人次、同比增长24.9%，
日接待游客数峰值突破150万人次，创
历史新高。

究竟是谁“抖”红了渝中？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渝中区‘魔幻’

立体的山水颜值。”市民王先生说，重庆
是世界最大的山水立体城市，渝中区地
处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形似半岛，入
夜灯火装扮，山、水、城、景交相辉映、美
轮美奂，是名副其实的“山城”“江城”

“不夜城”。
游客李女士则认为，吸引游客汇聚

渝中的在于这里魔幻立体的穿越体
验。她说，渝中区拥有“万里长江第一
条空中走廊”长江索道，沿江、跨桥、过
山、入地、穿楼起伏穿越的轨道交通，层
叠的新老民居与城市设施等“上天入
地”、多维立体的魔幻交通和建筑体系，

形成了3D魔幻的“盗梦空间”“奇幻之
都”的独特景观。
“我认为，渝中区传统与现代的交相

辉映，也是游客独宠渝中的理由。”导游
周女士介绍，渝中区在繁华商圈解放碑
十字金街、重庆人民大礼堂等传统景观
的基础上，还营造了摩天大楼与斑驳旧
居、繁华商圈与老街小巷和谐共生，传
统与现代、古朴与摩登、宁静与繁华交
织穿越的包容、开放的大都市氛围。

顺势而为
让旅游释放消费活力

旅游的发展、大批游客的涌入，对
渝中的社会、经济、居民生活带来不同
程度的影响。面对“热”旅游，渝中积极

“冷”思考，因势利导地将旅游网红转化
为城市居民的生活福祉，转化为促进文
化、旅游消费的前进动力。

“我们以高质量文化和旅游供给，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推动
游客变顾客、人气变财气、流量变产
量。”渝中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基
于此，渝中区以“人文渝中”为核心，以

“全域旅游”为载体，以建设国际消费中
心城市核心区为路径，聚集优质消费资
源，进一步激发了文化和旅游消费潜
力。

据悉，渝中区现存文物共149处，全
区等级旅游景区共13个，其中4A级景
区9个，单位面积等级景区密度为全国
之最。因此，该区在打造全域旅游的过
程中，将目光聚集于活化文旅资源。

一方面，为了全面彰显历史风貌，
该区重点打造“10个传统风貌区、10个
山城老街区、10个特色老社区”，先后完
成人民大礼堂、东华观藏经楼、郭沫若
旧居等60处文物修缮。另一方面，为了
让文物走进游客，该区注重文化旅游深
度融合，将文物遗迹连点成片打造文旅

线路，注重将文物“珍珠”串成旅游“项
链”，推出融创白象街、三层马路、贰厂
文创园等风貌街区、文旅线路。

与此同时，渝中区还丰富了产品供
给，聚集了优质消费资源。如高标准建
设户外空间及景观步行系统，串联十八
梯—解放碑—朝天门黄金消费带；建成
重庆来福士项目城市新地标，推进解放
碑时尚文化城建设；分类分主题打造贰
厂文创园、重庆天地、鲁祖庙等一批商
旅文主题街区等。

积极培育
让夜经济为发展蓄力

渝中区到底有多么宠爱游客？节
假日“封”桥“让”路“搭”台！前不久，全
国各地游客也用行动回报了渝中区
——热推渝中区为“2019年中国旅游影
响力年度夜游城市”。

“渝中区获评这样的荣誉，实至名
归！”渝中区文旅委相关负责人说，渝中
区以打造夜经济文旅消费集聚区为路
径，从业态调整、场景打造、产品供给、
刺激消费等方面入手，坚持文商旅联
动、文商旅融合，切实推动夜间文旅经
济发展，夜间文旅消费已成为渝中区文
化产业和旅游产业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渝中的夜晚有哪些美妙之处？他
总结了夜游渝中的“三个特色“。

一是夜游渝中耍事多。如全面升
级了洪崖洞、长江索道、重庆来福士等
地的夜间灯光秀，开展了国泰艺术中
心、文化宫大剧院、巴渝会馆等夜间演
艺活动，举办了淳辉阁、泰古古玩城等
夜晚市集。

二是夜游老街韵味足。结合传统
风貌区、山城老街区建设，渝中区打造
一批夜间文旅新地标。如贰厂文创公
园联动三层马路形成大鹅岭山城慢生
活游文化景观带，鲁祖庙充分保留院落
式城市建筑肌理引进亥空间&三联书
店、工匠活态博物馆及国际化餐饮等，
大力发展“小街小巷、小情小调”后街经
济，让老街区将成为夜间文旅消费的承
载空间。

三是夜游渝中有实惠。为了刺激
夜经济的文旅消费，渝中区综合运用政
府购买、让利优惠、消费补贴等政策机
制，统筹开展政府与市场互动的消费促
进行动。其中，持续开展渝中区文化旅
游惠民消费季系列活动，举办了“潮生
活”冬季演艺嘉年华，设立新华书店、千
叶美术馆、ME&CITY等15家离境退税
商店，积极促使“游客变顾客、流量变产
量、人气变财气”。

今年，渝中区将持续推进“人文渝
中”建设，以文促旅、以旅彰文、文旅兴
城，提速建设山清水秀美丽之地的魅力
城区。下一步，该区将深入挖掘历史文
化资源，做好“梳理”，“活化”“利用”各
项工作，力争在保护传承历史文脉，提
升城市人文品质等方面走在全市前列、
作出表率，在全市发挥好“三个作用”中
体现渝中新担当、展现渝中新作为。

王彩艳 肖亚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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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潮涌动的解放碑

增绿添园、治乱拆违、交通改善……

巴南 城市提升为市民带来美好生活
家住巴南区李家沱光明村附近的

汪光平，这几个月来，每天都要到新建
起的光明体育文化公园内玩耍。

“这个公园虽然不大，但里面休闲
的设施较齐全。”他说，在2600多平方
米的公园内，有乒乓球台、羽毛球场、
对景花池、绿树下还有健身空间等大
众运动场地。

而就在距此500米范围内，还在
建一座巴滨城市公园。

出门几百米，就能进公园玩。这
一切，得益于巴南城市品质的提升。

交通品质实现突破性提升

2019年11月5日，巴南区龙洲湾
隧道工程正式建成通车。

这一巴南城市提升行动计划中，
重点交通设施项目的建成通车，在重
庆主城最南边，形成了一条连接铜锣
山两翼的东西向干道，加快了主城向
南拓展的步伐。

“在过去的一年里，城市交通品质
得到了突破性的提升。”巴南区相关负
责人说，完善交通体系成为城市提升
中的重点之一。

据介绍，目前，巴南除连接南部新
城与重庆高等职业教育城的龙洲湾隧
道项目已建成通车外，渝南大道D段
南段项目（一标段）已开工建设；南环
立交改造项目进展顺利，已完成工程

量25%，累计完成投资近3亿元；白居
寺长江大桥主体主塔已完成20个节
段，累计完成投资5亿元；轨道交通18
号线全面开工建设，各标段已进场施
工。在推进互联互通上，渝湘高铁（重
庆至黔江段）已开工建设，在巴南境内
设有“巴南惠民站”；铁路枢纽东环线
（巴南段）已实现27个工点开工建设；
南两高速公路（巴南段）汤家山隧道已
提前贯通；渝黔高速公路扩能项目（巴
南段）已基本完成房屋拆迁。

一年新增城市绿地160
万平方米

巴南城区的绿色越来越浓。
“去年，我们通过为城区‘增绿添

园’，完成了城市绿化项目89个，新增城
市绿地160万平方米。”巴南区相关负责
人说。

通过“添园”，不仅使城市的绿地增
加，还为市民增添了休闲娱乐的地方。在
2019年里，巴南区共建成花溪河入江口
湿地公园、花溪河宗申青年国际湿地公
园、珠江城小游园等项目20个，新增公园
绿化面积56.6万平方米。

在增加城市绿化中，巴南通过丰富道
路景观层次，为道路“增花添色”。目前，
已在龙洲大道、渝南大道、巴滨路、东城大
道栽种桂花、蓝花楹等大乔木2867株，美
人梅、照手桃、紫薇等开花小乔木15932

株，栽植红继木、红叶石楠等色叶灌木及
地被8万平方米，使这4条大道四季有花
开。

投入3.3亿元实施七大
整治提升工程

“现在的城市，灯亮了，路平了，巷
净了。”家住巴南鱼洞老城区的市民陈

平华说，“城市综合整治，为我们带来
了好的生活环境。”

在提升城市品质中，巴南区结合
创建国家卫生区工作开展了城市环
境综合整治，筹措专项资金 3.3 亿
元，重点实施“路平桥安、城美山青、
江清水畅、灯明景靓、整墙修面、街
净巷洁、治乱拆违”七大工程，推动
城市综合管理的高品质。不少市民

感叹，现今的巴南城市面貌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一个宜居宜业
的好地方。

去年11月，世界花样滑冰大赛在
巴南举行。区里为办好这一大赛，安
排专项资金1490万元，解决好了鱼胡
路轻轨站周边沿箭河路至华熙体育馆
周边城市风貌、交通拥堵、绿化美化等
问题。

在综合整治中，巴南还利用城市
边角地，为市民增加健康设施，加快社
区体育文化公园建设。巴南区统筹安
排专项建设资金约9000万元，在龙洲
湾街道、花溪街道、李家沱街道以及界
石镇，将规划出来的25个边角地建成
体育文化公园。目前，已建成并开放
李家沱、花溪、界石、龙洲湾等11个社
区体育文化公园，其余14个正在建设
中，预计到2020年底，将全部建成投
入使用。

全面治乱拆违等综合整治，使
城区面貌改观。去年以来，巴南通
过开展联合执法，先后整治各类占
道经营摊点6.4万余处、偷排乱排污
水企业50家；依法拆除城市“两违”
4.8 万平方米、乱搭建 110 处；清理
卫生死角3500余处、暴露垃圾1.03
万吨。

结合综合整治，巴南还加快推进
垃圾分类示范工作。在全区130个
物业小区开展了垃圾分类工作；目
前，已建成东原香郡、金源御府、风
花树 3个示范小区，干湾村等 16个
农村垃圾分类示范行政村也基本建
成。

综合整治，已为市民创造出一个
满意的城区环境。

王彩艳 肖亚平

宜居生态巴南 摄/冯亚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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