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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
法》、《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
境部令第4号)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为推进
和规范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公众参与，现将
本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进行公示，敬请
社会各界人士提出相关意见。

一、项目概况
工程通过新建长江、嘉陵江等提水工程

向渝西城乡生活和工业供水，兼顾改善受水
区河流生态环境用水，并退还被挤占的农业
灌溉用水。工程由泵站、输水管线和调蓄水
库三部分组成，到2030年新建提水工程多年
平均供水量9.76亿立方米，其中生活用水
4.55亿立方米、工业用水5.21亿立方米。

二、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查阅方式和期
限

公众可通过网络链接 http://www.
cqstjt.com/s/details?id=
47d6e2a084c54f2fa8174468dd8fbdd5

及现场查阅（查阅地址：重庆市渝北区财
富大道2号财富A座24楼13室）浏览报告书
全本，信息发布和征询公众意见起始时间为
2020年5月18日，持续期限不少于10个工
作日。

三、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主要为重庆市渝西

地区，包括沙坪坝、九龙坡、北碚中梁山以西
区域、江津长江以北区域、以及合川、永川、大

足、璧山、铜梁、潼南、荣昌、高新区等环境影
响评价范围内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网络链接 http://www.

cqstjt.com/s/details?id=
47d6e2a084c54f2fa8174468dd8fbdd5

下载并填写公众意见表，并将所填写的
表格发送至邮箱：281849629@qq.com，或
邮寄至项目业主单位。

五、联系方式
单位名称：重庆市西部水资源开发有限

公司
单位地址：重庆市渝北区财富大道2号

财富A座24楼13室
联系人：蒋先生

联系电话：023-60361880

重庆市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万州支行
机构编码：B0014S350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657969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和平广场19号
1幢1-商铺3、1-商铺4、1-库房

邮编：404000 电话：023-58128191
成立日期：2020-04-29 发证日期：2020-04-3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南川水江支行
机构编码：B0004S350000043 许可证流水号：659428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南川区
水江镇大坪路33号第1层3-8号门面

邮编：408403 电话：023-71622066
成立日期：1989-04-24 发证日期：2020-05-07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涪陵监管分局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财富广场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350040033 许可证流水号：658552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仙桃街道百果路15号附3号、
19号、21号、23号、25号、27号附36-40号

邮编：401120 电话：023-67822353
成立日期：2014-09-03 发证日期：2020-04-23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龙兴支行
机构编码：B0001S350040046 许可证流水号：65855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
的业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渝北区
龙兴镇两江大道598号1幢附1号

邮编：401121 电话：023-63702191
成立日期：1987-10-01 发证日期：2020-05-14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两江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irc.gov.cn）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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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四岸核心区如何打造成重庆新名片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责人解读《实施方案》

两江四岸核心区由包含长江、嘉陵江交汇区域的朝天门—
解放碑片区、江北嘴片区、弹子石—龙门浩片区围合而成，总面
积约 16.2平方公里，其中陆域面积约 10平方公里；联动周边，形
成50平方公里的整体提升区域。

江北嘴片区全力打造内陆国际金融
中心，将形成聚贤街、大剧院、三洞桥三
大商业轴线

弹子石—龙门浩片
区，南滨路将与鸡冠石、
南山片区一体化联动，
构建总部经济功能区、
金融开放实验区、国际
合作展示区；南滨路—
广阳岛一线，还将打造国
际黄金旅游带；规划建设
夜间经济核心区，推动夜
间经济发展

江北嘴江北嘴

弹子石弹子石

朝天门朝天门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付爱农、廖雪梅、申晓佳采写）

春季低水位鸟瞰江北嘴。
（本版图片由市住房城乡建委提供）

南滨路观景打卡地呼归亭。

朝天门—解
放碑片区，解放
碑步行街将实施
改造提升工程，
打造国家级示范
步行街，还将打
造来福士中新合
作示范园等

两江四岸核心区示意图

长滨路改造项目效果图。

5月13日，两江四岸核心区整体提升工作全
面启动：今年率先启动实施76个项目，总投资规
模约440亿元。

按《两江四岸核心区整体提升实施方案》（简
称《实施方案》），力争到2025年，两江四岸核心
区将打造成为“近者悦、远者来”的全球著名旅游
目的地，集中展示“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城市
名片。

一直以来，夜景、火锅、桥都、温泉等都是名
闻遐迩的“重庆名片”。两江四岸核心区这张城

市新名片，“新”在哪儿？如何打造？最终将呈现
出何种模样？5月15日，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负
责人对《实施方案》进行了解读。

这张新名片有多大？有哪些亮点？

“两江四岸核心区由包含长江、嘉陵江交汇
区域的朝天门—解放碑片区、江北嘴片区、弹子
石—龙门浩片区围合而成，总面积约16.2平方公
里，其中陆域面积约10平方公里。”该负责人说，
力争到2025年，该区域将基本建设成为传承巴
渝文化、承载乡愁记忆的历史人文风景眼，体验
山环水绕、观览两江汇流的山水城市会客厅，拓
展经济功能、开启未来发展的商业商务中心区，
按照国家5A级景区标准，推动长嘉汇大景区高
品质发展。

其整体提升，将以“一门（朝天门）、一石（弹
子石）、一嘴（江北嘴）”为突破口。

“重庆作为山水之城、立体城市，其资源，在

两江四岸核心区最集中；其魅力，在这片区域体
现得最充分。”该负责人表示，整体提升工作将遵
循“减量、留白、增绿、美境”的原则，把资源用足、
用好，进一步彰显山水之城、立体城市的魅力。

“实施起来，主要包括城市规划管控、建筑风
貌整治、打造城市眺望空间、提升跨江大桥景观、
实施绿化改造提升等。”他举例说，湖广会馆、十
八梯等片区将减量、降高、疏密；弹子石—慈云寺
片区将合理布局城市地标建筑，与朝天门、江北
嘴形成稳定平衡的城市空间形态和天际轮廓线；
统筹山上、水上、陆上、楼上、桥上“五重视角”，突
出朝天门、大剧院、南滨路等重要节点；提升打造
22处城市阳台和5处超高层建筑观景平台；加强
对跨江大桥的桥型风格、桥体桥头、雕塑、色彩管
控等。

如何把新名片上的亮点串起来？

两江四岸核心区，是重庆最繁华的地区。但

长期以来，该区域的交通问题也屡遭“吐槽”。
“《实施方案》充分考虑到交通问题，一是如

何更好地把核心区内外联起来，二是如何把区内
众多‘亮点’串起来。”该负责人说，为此，我市将
在两江四岸核心区打造“4+N”便捷环游系统。

如轨道方面，依托现有6号线、环线形成11
公里的轨道环线，延伸轨道18号线串联十八梯、
湖广会馆、朝天门、弹子石等。

陆上，包括长滨路改造、雷家坡立交、国汇中
心—南滨路连接道等项目，构建“两江三桥”约
13公里的旅游巴士环线；开行南滨路、长滨路中
运量交通系统，贯通两江四岸滨江骑行道等。

水上，构建15公里水上巴士环线，加密航班
间隔，形成联通朝天门—弹子石—江北嘴的水上
交通内环快线等。

还有，构建“两江三桥”山城步道环线，在朝
天门大桥、东水门大桥桥头增设垂直升降梯，在
千厮门大桥桥头增设自动扶梯；研究策划“山城

交通旅游体验通票”，进一步完善轨道、公交、码
头、山城步道等交通设施的接驳换乘体系等。

怎样优化升级城市新名片？

“两江四岸核心区整体提升建设进程中，如
何进一步激发城市活力，也属题中应有之义。”该
负责人列举了系列具体措施。

在朝天门—解放碑片区，解放碑步行街将实
施改造提升工程，打造国家级示范步行街，还将
打造来福士中新合作示范园等；

江北嘴片区则全力打造内陆国际金融中心，
将形成聚贤街、大剧院、三洞桥三大商业轴线；

在弹子石—龙门浩片区，南滨路将与鸡
冠石、南山片区一体化联动，构建总部经济功
能区、金融开放实验区、国际合作展示区；南
滨路—广阳岛一线，还将打造国际黄金旅游
带；规划建设夜间经济核心区，推动夜间经济
发展。

“今后，两江四岸核心区必将成为集中彰
显‘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独特魅力的新地标。”
5月13日，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兼总
规划师彭瑶玲在接受重庆日报记者专访时说。

近年来，彭瑶玲一直参与两江四岸治理提
升的规划，对该区域的各种情况如数家珍。

让水岸绿起来、美起来、柔起来

“两江四岸天然的水岸岸线，可谓天赋重
庆的宝贵资源。”彭瑶玲说，提升水岸品质，是
两江四岸核心区整体提升的重要一环。

“过去，水岸治理常常被认为是防洪、治污
工程，而现在，我们将其视为综合性环境整体
提升工程。”

比如消落区治理。首先是要保护好湾、
沱、滩、浩等独特水文地貌；根据不同的水位梯
度，增加自然野趣的乡土植物；对一些既有的

“灰色构筑物”——混凝土堡坎、挡墙等进行生
态化改造；通过分层蓄绿、垂直挂绿、码头还
绿、崖壁增绿，让水岸“绿起来”。

再如，在有条件的地段，逐步恢复适应水
位变化、野生动植物生长的滨江立体生态环
境，栽种彩叶植物、四季花卉等，形成色彩斑斓
的植物带、花卉带，再现人与自然和谐的诗画
意境，让水岸“美起来”。

同时，还将利用高架桥下空间，打造绿色
休闲岸线；贯通滨水步道，柔化硬质挡墙；建设
滩涂公园，打造连接城市公园和滨江公园的

“生态桥”……尽量让岸线“柔起来”。

“4+N”环游系统让“打卡”更舒畅

“快捷进出两江四岸核心区，并舒畅地在
区域内游赏，交通是基础、是根本。”彭瑶玲说。

为此，两江四岸核心区规划了“4+N”便捷
环游系统。“4”，指水上、陆上、轨道、步道4种主
力交通方式；“N”则包括智轨、索道、缆车、电梯
扶梯、骑行道等其他特色交通，该系统将两江
四岸核心区连接为一个整体。

以水上巴士为例，将对传统轮渡方式进行
提升，依托规划码头，定时、定点发班，真正成
为长江和嘉陵江上的“水上公交”，大幅度减少
现在通过大桥跨越两江的线路迂回。

总长约11公里的“两江三桥”山城步道环
线，集交通、文化、旅游功能为一体，串起各个

“打卡地”，让游客边走边游，阅读历史，观赏风
景，品鉴人文。

为消除部分公共设施、轨道站点与滨水活
动区之间数十米高差带来的不便，规划增设自
动扶梯、垂直升降梯等人性化设施，让包括老
年人、残疾人在内的中外游客，有更丰富、更立
体、更舒适的步行游览体验。

看两江四岸，独具“五重视角”

诗人卞之琳曾写道：“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在山水之城重庆，体验这种意境，条件得
天独厚——因为只有我们具备山上、水上、陆
上、楼上、桥上‘五重视角’。”彭瑶玲说。

就“山上”来说，许多城市都有南山或东
山、西山，但只有重庆的南山居于城市核心，俯
瞰两江。因此，南山不仅是核心区的“生态绿
肺”“绿色背景”，还是最大的“立体看台”。依
托特有的山形地貌，共规划有各式“城市阳台”
22处，可供驻足留影，远眺山水交汇，饱览山城
灯海。

此外，水上视角，有两江游轮；陆上视角，

可畅游于滨江步道、公园广场；桥上视角，可步
行穿越千厮门大桥、东水门大桥、朝天门大桥；
楼上视角，可登上来福士广场等5座超高层建
筑的观景平台，居高临下，观赏两江汇流和大
江东去独特美景。

为保护好两江交汇区域独有的自然和人
文景观资源，规划从“减量、增绿、留白、美境”
等方面入手，严加管控。

减量，即严控核心区特别是“城市阳台”前
方滨水临山地区的建筑高度、密度，让渝中半
岛“片叶浮沉巴子国”的美景，得以完整呈现。
增绿，即尽最大可能见缝插绿，增加公共绿
地。留白，即不搞密集开发，在核心区内保留
足够的公共开敞空间。美境，主要是加强建筑
立面美化整治及环境综合治理。

既要美起来，更要活起来

“不仅要让两江四岸美起来，同时还要让
它更加活起来。”彭瑶玲说。

站在规划师的角度，她提出了一些建议，
如提升产业能级、改善服务环境；建设重庆商
业商务中心区，培育、强化高品质经济功能；把
核心区内228处自然人文景观点“串珠成链、联
链成网”，策划开展“一日游、多日游”，提升“吃
住行游购娱”全产业链等。

又如，在核心区举办“开灯仪式”“入城仪
式”等公共活动；建设市规划展览馆新馆、朝天
门历史人文陈列厅、重庆航运博物馆、朝天门
宋城墙遗址博物馆、开埠遗址文化公园、故宫
文物南迁纪念馆等公共设施。

彭瑶玲说，只有多措并举，才能充分激发
和增强城市活力，助力打造重庆旅游业升级
版，促进长嘉汇大景区高品质发展。

重庆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兼总规划师彭瑶玲：

精耕细作 打造重庆新地标
“两江四岸核心区整体提升，将参照国家5A

级景区标准，以目标和问题为导向，按照产品
化、场景化要求，完善实施方案的项目清单，才
有利于各片区诸多提升项目的高效推进。”5月
14日，市市政设计研究院公共空间所所长万梓宇
接受重庆日报记者采访时，对《实施方案》进行了
解读。

点睛之笔：“一门、一石、一嘴”

万梓宇认为，从地理空间资源上看，两江四
岸核心区是重庆“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封面”
和“名片”，集中了重庆最具特色的自然空间资
源；也是多元文化交融、人文景观荟萃的集中
区。从空间经济上讲，这片区域既有解放碑、弹
子石、江北嘴三大金融商业核心区，联动周边则
有果园港、寸滩保税港等对外贸易物流港口码
头，是最能体现城市核心功能的地区。

“而‘一门、一石、一嘴’，则堪称两江四岸核
心区的点睛之笔！”他说，抓住这几个关键部位
高质量建设，将有利于出形象、树品牌，为两江
四岸核心区的整治提升起到示范、带动作用。

世界窗口：三大“窗口”将如何展现

“推进‘一门、一石、一嘴’建设，可实现生态、
景观、功能、人文等方面全面提升，让三个片区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有利于打造彰显山魂之雄、水
韵之灵、人文之美的国际一流滨江带，不仅让公
众体验感和获得感切实增强，也加速呈现重庆与

‘世界窗口’相符合的城市面貌。”万梓宇说。
其中，在朝天门，实施方案中对“零公里”地

标、朝天门缆车等历史遗存的保护及改造朝天门
广场下部建筑空间，局部恢复巴渝河街等措施，
将彰显朝天门在母城文化中的地位，丰富重庆历
史文化内涵，让人们既望得见山、看得见水，也记
得住乡愁。

而弹子石—龙门浩片区是展示两江四岸风
貌的精华部分，今后该片区将打造滨江广场、坡
地公园、山城街区、公共建筑、南山观景台等观景
点，是建设山水城市会客厅的重要支撑骨架。可
以预见，南滨路的未来将会是传统与时尚共生、
文化与经济共荣、本土特色与国际风范并耀的世
界级文化娱乐休闲区、生活美学体验区。

江北嘴片区作为承接两江交汇区域唯一水
岸绿色空间支撑，以生态城市公园的理念雕琢记
忆之城、未来之城，打造生态担当、文明承载、城
市彰显的空间载体，重点打造的“莺花渡、三台九
趣、潮音观澜、七门玉带”等特色景观让人期待。

环游系统：助力打造“有温度的城市”

“目前，两江四岸核心区作为高密度城市建
成区，桥梁、轨道、公交、公共服务等基础设施建
设相对完善”，万梓宇坦言，但问题也存在，比如
已建成的轨道6号线和环线可实现换乘，但周边
步行体系不够完善，相关配套设施品质不佳，导
致便捷度、舒适度不高。

“所以，《实施方案》非常注重交通功能的完
善、品质的提升。如‘4+N’便捷环游系统，在国内
城市中是比较罕见的，有创新性，将有利于重庆
打造一座‘有温度的城市’，为市民和游客更舒适
地‘打卡’山水之城提供更多选择。”他说。

市市政设计研究院公共空间所所长万梓宇：

打造高品质的“世界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