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2 月 19 日，
半山崖线步道项目首开段
正式开工建设。这标志着
重庆城投集团在城市提升
建设方面又将取得新的成
果。

半山崖线步道项目采
取市区共建模式，重庆城
投集团作为业主实施主线
9.3 公里施工建设。该步
道东起渝中区李子坝正
街，西止沙坪坝区平顶山
公园。其中首开段约1.5
公里，东起渝中区佛图关
公园上干道，中间连接大
化步道，西侧连通现状虎
头岩山脊观光步道。剩余
段东接红岩村大桥，西止
平顶山公园，计划年底开
工，2021年完工。

整个项目规划串连了
鹅岭公园、佛图关公园、虎
头岩公园、红岩村公园、平
顶山公园，连接30余个文
化景点，并将在全线视野最好的鹅
岭公园与平顶山公园设置高空栈
道。步道建成后，将成为一条绿色
出行便民道、山水游憩休闲道、乡
愁记忆人文道、城市体验风景道。

2018年，我市出台
《重庆市主城区“清水绿
岸”治理提升实施方
案》，提出到2021年，建
成20条约427公里“清
水绿岸”，把原黑臭水体
打造成为鱼翔浅底的清
澈河流、开放共享的绿
色长廊、舒适宜人的生
态空间。

为贯彻落实这一
重大举措，回应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需求，重庆
城投集团承接了溉澜
溪、跳蹬河两大治理提
升工程。

其中，溉澜溪“清水
绿岸”治理提升工程施
工区域为溉澜溪全流
域 ，总 投 资 约 3.3 亿
元。项目建设地点跨越
江北区、渝北区和两江
新区，总面积约 13.65
平方公里。包括雨水排
口及管网、清淤及箱涵
修复、海绵城市、水质提升、水生
态修复、景观和水体水质监控等
主体及配套工程。目前，工程正
有力有序推进。

以城市提升助推“近者悦、远者来”美好城市建设

让城市颜值更高气质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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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重庆

提升城市品质，是我市加快建
设内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
地，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
品质生活的重要举措。

按照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
重庆城投集团以“设计者”和“建造
者”的担当，深度参与城市提升，高
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开展相关建
设工作，不断为城市的颜值和气质
的提升添砖加瓦，助推重庆更好地
建设“近者悦、远者来”的美好城
市。

重任在肩
赋能美好生活

于重庆发展而言，城市提升，
无疑是近年来的一个热词。

2018年，我市出台城市提升
行动计划，拟从九大板块37项任
务着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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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项提升城市颜值和气质
的系统工程中，作为我市城市基础
设施建设主力军，重庆城投集团再
显担当与作为，充分发挥重大基础
设施总承包、总代建、总运维的独
特优势和重要作用，不断提升服务
城市发展的高度，持续延伸服务社
会民生的广度，在城市提升上频频
亮出大手笔。

“按照市委、市政府对城市提升
工作的相关部署，重庆城投集团承担
了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与利用、‘两江四
岸’治理提升等多个相关项目，可谓重
任在肩。”重庆城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

为贯彻落实好市委、市政府要
求，重庆城投集团聚焦承担的城市
提升重点项目，通过召开城市提升
研讨会，承办“山水城市可持续发
展国际论坛”等，与文化创意机构、
相关设计单位展开头脑风暴，共话
城市提升的好创意、好思路。

在重庆城投集团主要负责人
看来，城市提升不是单纯的建设基
础设施项目，必须着眼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强化前瞻设
计，打造品质工程，更重要的是增
加项目文化附加值。同时，要进一
步提升市场化意识，积极探索基础
设施项目建设与文旅产业融合发
展的有效路径，助力重庆建设“山
清水秀美丽之地”，倾力赋能市民
美好生活。

保护利用
重塑城市地标

在为城市“添砖加瓦”的进程中，
深耕企业价值、彰显为民情怀——对
大田湾体育场的重塑，就是重庆城
投集团勇担国企责任，深度融入城
市建设的一个点。

大田湾体育场，这座城市曾经
的地标性建筑。

作为新中国第一个甲级体育
场，大田湾承载了几代重庆人的青
春记忆，也曾见证过重庆体育的高
光时刻。

63年的服役期后，关于大田
湾的未来，一直备受关注。按照规
划，这里将通过保护利用，与文化
宫、大礼堂形成整体风貌片区，打

造大田湾体育产业带。
就在去年12月6日，大田湾体

育场保护与利用工程正式启动。在
这个凝聚无数重庆人情结的项目
上，重庆城投集团的参与，可谓惹人
注目。作为代理业主和业主，城投
集团承接了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与利
用工程和大田湾片区市政工程，为
大田湾的最终蝶变新生打基础。

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与利用工
程总投资5.9亿元，涉及到修缮和
新建两大部分。

修缮部分主要是对体育场主体
结构进行加固，和按照多轮精心论
证后的文物保护修缮设计方案开展
修缮工作。其总体风貌将恢复到
20世纪50年代的“大田湾印象”。

按照“修旧如旧”及“旧瓶装
新酒”的原则，新建内容包括建设
2层地下车库及其设备用房、恢复
全民健身运动场和室外场地，以
及建设满足全民健身配套功能的
配套用房和体育博物馆等。

大田湾体育场保护与利用工程
计划2022年建成投用，秉承“突出
文物保护、实现安全改造、注重应急
避难、兼顾群众健身”的原则，建成
后的大田湾不仅是全民健身中心，
还将是一座“动静皆宜”的生态体育
文化公园，为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
提供体育活动空间。

治理提升
扮靓“两江四岸”

既设计精品，也建造佳品。秉
承这样的思路，城投人在城市提升
的答卷上，看点频出。

其中，对于主城“两江四岸”的
治理提升，无疑极具代表性。

据了解，按照相关部署，重庆
城投集团作为主城“两江四岸”治
理提升工程的前期业主，负责组织
完成两江四岸109公里滨江岸线
勘察设计等前期工作。

为做好这项工作，重庆城投集
团严格对标对表国际化、绿色化、
智能化、人文化“四化”现代城市建
设和治理提升目标任务，组织近
20家国内外顶尖水平的设计机构

及行业知名专家，深入岸线腹地，
反复研究、科学论证，确保方案可
行性、高质量。

截至目前，包括江北嘴片区、
九龙外滩片区等在内的2019年十
大公共空间，已陆续组织完成勘察
设计及建设手续办理等前期工作，
相关节点已相继开工建设；总投资
约69.5亿元、岸线长约50公里的
2020年贯通工程有关设计方案，
已陆续通过市政府审查。

朝天门片区治理提升是“两
江四岸”核心区治理提升的重中
之重。该片区涉及岸线长约2.7
公里，建设内容包括朝天门广场
码头改造、市规划展览馆地下建
筑空间改造、生态环境治理提
升、保护修缮宋城墙遗址等。作
为项目前期业主，重庆城投集团
全力以赴确保其按审定方案高

标准、高效率精准落地。
“以朝天门片区治理提升工

程为代表，我们将继续牢牢抓紧
抓实抓细各项工作，主动担当作
为，积极配合相关辖区政府和主
管部门，尽早完成109公里滨江
岸线治理提升。努力把主城‘两
江四岸’打造成为山、水、城、桥
交相辉映的城市名片，让市民早
日重回江边，体验自然野趣、找
寻乡愁记忆，真真切切感受山水
之城、美丽之地的独特魅力。”重
庆城投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一桥一景
尽显“桥都”风情

事实上，城市提升，不全都是

“大动作”。在关乎城市品质的种
种“小细节”上，也总能见到重庆城
投集团的身影——

重庆，两江环抱，依山而建。
随处可见的桥梁，不仅让重庆有了

“桥都”的美誉，也为这座城市构筑
起一道道别样的风景线。

为进一步扮靓“桥都”，方便
市民出行，重庆城投集团结合

“两江四岸”的品质提升，将千厮
门嘉陵江大桥、东水门长江大桥
和朝天门长江大桥3座跨江大桥
的品质提升作为了一项重要工
作，通过提升慢行系统、完善步
行设施、增加垂直升降梯和“城
市阳台”，让游客能够站在桥上，
欣赏更美的风景。

正在施工的东水门长江大桥
垂直升降梯工程，将在渝中区侧设
置6部自动扶梯和1部垂直升降
梯，南岸区侧建设1部垂直升降
梯。渝中侧电梯可解决小什字轻
轨站到湖广会馆步行过远的问题，
打通渝中旅游线路。南岸侧则将
南滨路、龙门浩老街及大桥桥面形
成串联，方便行人通行及游客观
光。

千厮门大桥增设的垂直升降
梯项目渝中侧位于洪崖洞与南
国丽景之间，设置多部扶梯连接
洪崖洞、滨江路、千厮门大桥桥
面及沧白路。此外，千厮门大桥
还将在大桥洪崖洞侧增设城市
景观阳台，既可美化桥头景观，
还能为游客观景游憩提供绝佳
空间。

助力桥梁品质提升，重庆城
投集团此前还陆续对千厮门大
桥、东水门大桥等实施了全面清
洗和局部涂装，对黄花园大桥、菜
园坝大桥等桥实施整体提升，使
桥梁面貌焕然一新。再加上景观
照明设施的修复完善，两江之上，
各大桥梁交相辉映，成为“夜重
庆”的亮丽色彩。

一桥一景，促进了桥与山、水、
城的交相融合，极大提升了其文旅
价值，让每座桥梁成为了宜行、宜
游、宜赏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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