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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重大项目建设为突破口，九龙
坡区一直将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作为
提升城市品质、改善群众生活的重要
抓手。

今年以来，围绕全力补齐基础设
施短板，织密交通网，九龙坡交通持
续提速。

2020年，九龙坡区布局重大交通
基础设施项目共计47个（其中轨道3
个，城市道路项目35个，储备项目9
个）。项目总投资约722亿元，2020
年计划完成投资约56亿元。

截至9月底，在建交通基础设施
项目 24 个，累计完成投资约 20 亿
元。轨道方面，轨道5号线累计完成
总工程量的95%，轨道18号线工程
在九龙坡范围内歇台子站、奥体中心
站、石坪桥站、杨家坪站、滩子口至黄
桷坪区间、黄桷坪站、四川美院站、电
厂站、李家沱复线桥北侧施工单位已
进场施工。

城市道路方面，快速路二纵线

华岩至跳磴段、四横线（二郎-陈家
坪立交）道路改造工程、嘉华大桥南
延伸段三期、冶金路立交等10个在
建市级重点项目快速推进。火车西
站东接线、嘉南线连接道施工单位
正在开展施工进场准备工作，陶家
隧道、李家沱复线桥南北引道、黄桷
坪长江大桥等项目正在推进前期工
作。

数字背后是一个个实打实的项
目落地，伴随这些项目推进，九龙坡
区的城市功能不断完善，百姓出行更
加便捷。

交通提速的同时，城市更新也在
提质——杨家坪商圈正坪口的蝶变，
就是一个典型。

曾经脏乱的老旧房屋换上了“新
衣”，拥挤不堪的停车场变为休闲广
场。国庆节前完工的杨家坪正坪口
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一跃成为城市品
质提升的亮点。

正坪口是九龙坡区今年首个完

工的老旧小区改造项目，为上世纪90
年代修建的商住一体居民楼，包含3
栋住宅楼和商业裙楼，共有住户146
户，多为老年人和外来租户。

整个改造涉及风貌整治、民生改
善、新建市政广场三个方面。风貌整
治包括改造建筑立面、商业烟道、屋
面防水、室外排水系统等。民生改善
内容为增加电梯、改造一户一表、管
网改造、消防设施改造等。新建的市
政广场更是一大看点。一组组花境
优美如画，不锈钢座椅随处可见，九
龙泉雕塑别致典雅，吸引不少居民散
步游玩，享受休闲时光。

以正坪口为代表，今年九龙坡区
拟申报并实施10个老旧小区综合改
造项目，改造面积120.46万平方米，
改造房屋414栋，涉及居民16365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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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作为城市生活的“幸福高配”，已
然成为展示一座城市品质的新橱窗。

九龙坡的城市提升，商圈提质是关键
——以杨家坪、石桥铺为核心，这里正在
推动两大商圈一体化发展，打造双星闪耀
的九龙新商圈。

作为重庆主城的传统商圈，“老资格”
的杨家坪需要全新的价值发现和形态重
构。

改造提升杨家坪商圈，是整个九龙坡
商圈拓展、提升的极化点，是推动高质量
城市管理、提高城市品质的示范点，是创
造高品质人民生活的试验点，是为人民群
众办实事最实实在在的举措。

杨家坪商圈怎么改？自2018年启动
杨家坪商圈核心区提升工作以来，围绕

“城市品质要高端，商业形态品质和住房
品质要高端；基础设施、环境要大气、通
透；要上档次、讲时尚、有品位”的要求，华
润万象城、九龙滨江等一大批市重点商业
项目建成营运，周边配套、交通环境不断
完善，商圈面积从过去的0.2平方公里拓
展到现在的2平方公里。

无论是从四面延展的全新建造，还是
以“文化创意、人文智慧、生态休闲”为内
在的升级提档，传统的杨家坪正在迎来现
代化嬗变。

如今，结合治乱拆违、整墙修面、灯明
景靓等“七大工程”的实施，杨家坪商圈通
过“拆、改、建”等工程，已然全新蜕变。

从中心广场绿化景观的打造，到轨道
墩柱的美化；从冒厅、环道栏杆的改造，到
树木移植、建筑外观的美化；从核心区域
市政设施，到周边道路提档升级……而今

的杨家坪商圈，九龙门、九龙印、九龙泉等
新地标早已成为市民休闲的热门打卡
地。新华书店、跃华商都、斌鑫世纪城等
建筑面貌焕然一新。环道护栏变成了古
香古色的铁艺栏杆，22根轨道墩柱披上了

“彩衣”，形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商圈的发展演变与城市生产力发展

和演变是同步的。在经历了生产型商圈、
生意型商圈后，石桥铺也将迈入智慧生活
型商圈的3.0时代。

按照规划，石桥铺商圈将注入国潮、
艺术、电竞、文旅等产态，培育五区融合产
业生态圈，构建“主题街区+休闲景区+艺
术展区+产业园区（硅巷理念）+未来社
区”，打造区域级的电子信息服务前沿集
散阵地、综合型现代潮流的体验式购物街
区、山城气质的立体花园式休闲中心、主
城文旅娱一体的互动型消费中心。

配合这些目标，石桥铺商圈先要在硬
件上提档升级。比如改造渝高公园，打开公
园围墙、打通断头路、修建慢行系统等。

高规格推进杨家坪商圈扩展、石桥铺
商圈提质——为实现这两大商圈的双星
效应，九龙坡区还将着力完成连接两大商
圈的石杨路拓宽改造工作，并在此基础上
不断完善其商业形态、景观配套，将其打
造为商业街，进而推动九龙新商圈成为城
市会客厅，引领西区消费新时尚。

商圈升级，引爆城市活力。在九龙
坡，另一个提升区域经济活力的项目——

“两江四岸”—九龙滩项目也在紧锣密鼓
地推动中。未来，九龙滩将会被打造成集
市民休闲、文化展示、旅游观光为一体的
活力都市休闲滨江区。

现代城市的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命题，也是一个人
文命题。

于重庆的城市提升而言，人文品质也是一项重要内
容。

大山大江大资源，大城大美大人文。九龙坡区在城市
提升的过程中，同样将提升人文内涵作为重要抓手，以此
厚植人文含量、丰富城市底蕴。

人文九龙坡，一个很大的看点无疑就是九龙半岛。长
江拐一个大弯，在这里留下一座如画的半岛。玉龙公园旧
石器遗址，将重庆主城的历史前推百万年；1280棵胸径50
公分以上的黄桷树，在这里蓬勃生长……

在扎实细致的规划论证后，今年8月，九龙半岛规划
方案正式入库。围绕“长江文化艺术湾区”的整体布局，九
龙坡区将聚焦“美术+生态靓颜值、美术+文化提气质、美
术+经济增价值”三大任务，打造“时代艺岛”“人文圣岛”

“生态绿岛”。
今年5月，重庆美术公园正式落户九龙半岛，以四川

美术学院黄桷坪校区为核心、电厂工业文化区域为链、九
龙滨江生态区域为极，打造一个集“大美景、大美育、大美
业”为一体，市民广泛参与的、无边界重庆美术公园。

重庆美术公园规划建设九龙半岛文化艺术会馆、书
院、画苑、美术馆群、博物馆群、生态型亲水公园等重大文
化艺术设施，并将以四川美术学院为核心，串联九龙半岛
美术馆、博物馆群等重大公共设施和102艺术基地、501
艺术基地等，打造诗意栖居的美好生活范本和绿色智慧山
水之城名片。

除了“文艺范”，事实上，在九龙坡的文脉遗存中，工业
文化也是一大特色。作为传统工业强区，这里工业遗产丰
厚。以此为基础，九龙坡挖掘出大量的工业遗产文化，其中
一个代表作——建川博物馆，自开放以来已是声名远播。

作为全国首个洞穴博物馆，建川博物馆利用重庆抗战
兵器工业旧址群建馆，现已建成抗战文物博物馆、兵器发
展史博物馆、民间祈福博物馆、重庆故事博物馆等9个主
题博物馆，馆内现有文物藏品10万余种。

以建川博物馆为代表，未来，九龙坡还将有海军博物
馆、农民工博物馆、数码博物馆等多个各具特色的博物馆
亮相，以此构成区域的“博物洞天”。

就在8月28日上午，我国自行研发建造的第一代导
弹驱逐舰中的166舰宣布退役，并与重庆建川博物馆签订
了交接意向书。该舰已驶抵重庆，将落户九龙坡长江之
滨，以海军博物馆的形式，面向市民开放。

东城提质的同时，九龙西城，一
场涉及到城市建设、科教文卫、创新
创业等方方面面的城市提升也在全
面铺开。

今年4月13日，在重庆市推动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领导小组会

议上，重庆科学城首次被定名
为西部（重庆）科学城。

身处科学城“主
战场”之一，九龙
坡区迎来“融城”
新机遇。抢抓
西部（重庆）
科 学 城 建
设 的 契
机，该区
提出，以
“中国重
要 的 人
工 智 能
城、创新
科 学 城、
山水生态
城”为目标，

将九龙西城
三镇打造成为

“人工智能高地、高新产业基地、山水
美丽之地”。

西彭，中国铝加工之都。一个双
千亿级产业项目——中铝高端制造
集团，已经拉开了建设的大幕。

该集团是中铝集团依托自身产
业优势，整合下辖铝产业子公司资源
的成果，将以总部公司的形式，构造
全球一流的铝产业板块经济。

未来，集团将围绕船舶、汽车、装
备、绿色建筑、高端包装、电子等新材
料领域，通过产业投资发展、并购重
组、整合上市等方式，力争在2025年
实现1000亿元产值和1000亿元市
值，再造一个九龙工业。

铜罐驿，九龙西城的传统农业
镇，因为大英雄湾美丽乡村项目的建
设，正在开启乡村振兴的加速度。

今年初，恒大旅游集团在铜罐驿
正式启动大英雄湾美丽乡村建设。
项目以英雄湾村为重点，规划形成

“一心两轴四区”的空间格局。
“一心”将打造文化集中承载地、

村民新家园，是项目核心展示区。
“两轴”串联英雄湾村、铜罐驿古

镇等重点文化项目，打造文化休闲

轴，依托铜陶路链接沿线山水田园资
源，打造山水田园轴。

“四区”根据四村特色实现差异
化发展，其定位分别为新合村湖滨文
化村、大碑村江岸邻里村、英雄湾红
色英雄村、观音桥都市田园村。

未来，铜罐驿不仅有智慧温室农
业、美丽乡村和农旅公园等休闲观光
农业，还有集科普教育、民俗体验、休
闲度假为一体的全季节田园休闲旅
游胜地。

陶家，历来是九龙坡的西部重
镇，素有“田园都市、汉韵陶家”之
称。按照规划，陶家将和双福一起，
组成西部（重庆）科学城4个副中心之
一，承接科学城的公共服务和商业功
能。

发挥陶家的区位、生态、人文优
势，九龙坡将其定位于“公园陶家”

“智慧陶家”“人文陶家”，着力打造生
态新城、智慧新城、魅力新城。

当前陶家城市副中心的建设已
经大幕开启，比照中心城区、西部（重
庆）科学城的标准超前部署，从基础
设施、重大项目、公共服务设施等全
面推进，高标准建设一座现代新城。

九龙坡 提升城市颜值 涵养人文之美

中梁山，恰似一道脊梁纵贯九龙坡区南
北，撑起重庆主城的生态主轴。超过90％
的森林覆盖率，山水林田湖草泉所奏出的绿
色交响，集中展现出九龙坡江山多娇城的颜
值、龙凤呈祥地的气质。

在专家和市民共同评选出的“九龙九
景”中，大城中梁名列其中。由此可见，中梁
山之于九龙坡区而言，无疑是其展现城市魅
力的重要一笔。

去年末，九龙坡区中梁山风景区建设在
中梁山森林公园大风坡正式开工。该项目
毗邻重庆西站，将以全球最大的城市矿洞为
核心“引爆点”，这里的矿洞呈9层分布，总
长约67公里，最底部海拔负20米。利用现
有峰、林、洞、矿、泉、寺、站等资源，开发打造
中梁云峰康养城、地心九龙、西站站前商务
区、中梁寨城、野生动物园、中温泉、华岩福
城、禅旅度假村……

“未来的中梁山风景区将为重庆主城绘
就一幅绝美画卷。”九龙坡区相关负责人表
示，用好生态资源，这座大山将更有颜值、气
质和价值。

做好生态文章，提升城市魅力，九龙坡
区还有一个大手笔——公园绿地建设。

以打造“立体花园城市”为目标，九龙坡
对坡坎崖绿化美化、“增绿添园”民生实事、

“城美山青”工程等重点绿化工作持续聚焦
用力，不断提升城市生态环境质量，推动“推
窗见绿、出门见景、四季见花、处处花香”。

“在九龙坡，每个公园都有自己的一张
‘专属名片’。”九龙坡区有关负责人说，在公
园建设中，九龙坡秉承文旅城融合理念，坚
持“一园一主题”原则，努力建设公园城市，
打造文化亮点突出、特色景观鲜明的公园体
系，让公园有颜值更有气质。

细数九龙坡的公园，会发现很多的“全
市首个”，如全市首个以“花海”为主题的综
合性公园——华岩幸福公园，全市首个以

“攀岩运动”为主题的公园——华岩攀岩公
园，全市首个以志愿服务为主题的公园——

华福志愿服务主题公园，全市首个“抗战兵
工旧址公园”——鹅公岩公园……

近两年时间，九龙坡区已建成公园游园
30个，因地制宜打造城市立体绿化空间
10万平方米，绿化美化坡坎崖100
万平方米。目前，九龙坡区公
园绿地面积达1944万平方
米，全区公园游园达到128
个。如今，这一张张公
园的“专属名片”组合
在一起，让城市公园
成为了九龙坡一张
靓丽的城市名片。

万象大道东段
的凌江园，就是九
龙坡区打造“立体
花园城市”的“代表
作”之一，也是坡坎
崖 绿 化 美 化 示 范
点。凌江园因地制
宜，利用荒坡的4级台
地高差，分别建成主入
口景观区、观江平台区、斜
坡绿化区及体育运动区。在
景观打造上，也是特色鲜明，分
区种植蓝花楹、红枫、紫荆等植物，
实现绿化、彩化、香化、美化。同时，公
园还突出智慧体验及文化融入。比如通过
文化景墙、情景雕塑、地面浮雕等形式，倡
导新二十四孝美德文化。通过融入索纳速
跑彩虹、彩色透水混凝土、单元攀爬格等智
能互动游乐设施，增加智慧秀林（扫二维码
识花木）、背景音乐监控弱电系统、智能无
水生态公厕、直升电梯等智慧体验系统和
设施，满足市民娱乐、休闲与文化需求。

当前，九龙坡区正积极推进重庆美术公
园、中梁山花博园、彩云谷公园等重点公园
建设及解放台社区公园、新华七村游园、龙
井湾社区公园、远洋香派社区公园等社区公
园、游园建设。

江山多娇城，龙凤呈祥地。

九龙坡区山纵水绕、江城相拥，具有浑然天成的自然之美和悠久厚重的人

文之美，在全市发展和对外开放格局中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围绕“三高九龙坡、三宜山水城”总愿景，九龙坡结合“九龙九景”的打造，紧

抓活力、人文、生态、创新等关键词，不断提升城市的颜值、气质和价值。自然、

城市、人文的交相辉映，让九龙坡更具吸引力和竞争力。城市，让九龙坡人的生

活更加美好。

姊妹商圈双星闪耀

九龙半岛“美感”无界
关键词【【生态生态】】

关键词【【创新创新】】

西部三镇蓄势而发

关键词【【功能功能】】

城市建设提速提质

花园城市出门见景关键词【【活力活力】】

关键词【【人文人文】】
重庆美术公园手绘图重庆美术公园手绘图

杨家坪商圈九龙印杨家坪商圈九龙印

九龙九景之博物洞天
（重庆建川博物馆）

杨家坪商圈九龙门杨家坪商圈九龙门 摄摄//陈林陈林 九龙九景之万象商汇九龙九景之万象商汇（（万象城万象城）） 袁家岗节点绿化袁家岗节点绿化

市民在凌江园休闲散步市民在凌江园休闲散步

九龙九景之美术半岛九龙九景之美术半岛 摄摄//张桦张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