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年 10 月以来，按照区委、区政
府《关于加快推动城市更新品质提升
民生改善安全保障重点工作的意见》
七方面工作要求，通过召开座谈会等
多种形式，广泛收集全区群众和区人
大代表、区政协委员、民主党派工商
联、各镇街和部门的意见建议，经反复
修改完善，南岸区形成 2021 年区重点
民生实事备选项目建议 16 件，总投资
约 46.81 亿元。

●优化提升出行环境
1.完成轨道站点与人员密集区域连

接步行道5条，方便群众出行。

2.盘活老旧城区闲置地块，全年新
增停车位1000个以上，缓解老城区停车
难问题。

3.优化四公里、海峡路等重点区域
交通组织，提高智能化水平，缓解区域交
通拥堵。

4.以“路、树、灯、车，井、杆、线、牌，
箱、亭、栏、桩”为重点整治内容，实施30
公里人行道提升工程。

●优化配置教育资源
5.提升失业人员、农民工、在岗员

工等群体职业技能，开展职业技能培
训1.9万人次。

6.对在我区就读的各级各类经济困
难学生实施减、免、奖、助、贷、补等多形
式、全覆盖资助帮扶。

●优化医疗养老服务
7.统筹推进城乡低保标准一体化。
8.新建镇养老服务中心 6 个，切

实解决农村老年人养老问题。
9.免费为辖区贫困精神疾病患者提

供第二代抗精神病药物，构建和谐社会
与家庭关系。

10.从身体康复、就业、子女教育、正
当维权、技能培训、心理咨询、家庭无障
碍改造等方面提供便利，精准帮扶全区

“一户多残”困难家庭。

●优化便民商业设施
11.创建长嘉汇大景区文明餐桌食

品安全示范街，强化区域内70余户餐饮
单位厨房作业智慧监管，确保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

●优化公共活动空间
12.建设南山步道 10 公里和南滨步

道10公里，丰富群众休闲健身场地。
13.对海棠烟雨公园、大佛寺公园等

2个区域和沿江6段岸线进行综合治理，
加快“两江四岸”提升工程建设。

14.建设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示范
片，建成全市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
示范工程。

●优化培育产业楼宇园区
15.完成全区产业园区周边雨污分

流改造片区4处、点位100个，确保污水
处理设施稳定运行。

●优化改进社区安全管理
16.推进8个片区老旧小区改造，切

实改善老旧小区居住环境。
17.在全区开展智能安防小区建设

试点，进一步增强群众安全感。

今年拟从七方面推进17件民生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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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1日，南岸区弹子石体育文
化公园正式开放。公园建有规范的足球场、
篮球场、羽毛球场和生态步道，无论是青少
年球场竞技，还是中老年人慢跑休闲，都能
在这里找到合适的空间。“公园风景漂亮，设
施齐全。全家老少基本每天都要去转一
转。”家住弹子石的张先生如是说。

占地面积约3.6万米的弹子石体育文化
公园位于腾龙大道华润万象汇旁。公园最
大的特色是利用地形特点，将历史文化与现
代文明相融合，打造以大禹涂山文化为主题
的“守望”“呼归”生态视廊。市民上可到“守
望”平台观景，下可达“呼归”平台亲水。

去年，南岸区推进建设雅巴洞江滩公
园，新建改建福民、南湖等社区公园，新建
改建城市绿地40万平米，不仅山清水秀，
而且城美地绿。

彭光灿 王彩艳 杨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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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园绿地遍城区 走走动动两相宜

论语公园

从南滨路到上新街，途径龙门路是距
离最近的选项。不过，熟悉该路段的司机
往往都会绕行。舍近求远的无奈，源自龙
门路坡陡路窄。“到上新街的丁字路口经
常堵，左右转大家基本只能拼车技……”
家住附近的车主丁先生无奈地说。

在南岸老城区，类似龙门路这样的交通
堵点还有不少。去年，南岸区启动区域联动
智能交通改革项目，试点在上新街片区和南
滨路一带“缓堵保畅”。

在南滨路喜来登路口，交管部门埋设
了大量感应线圈。线圈通过感应车辆通
行，自动判断道路拥堵情况。同时在信

号灯附近安装流量监测摄像头，实时监
测定向来车。当发现车辆排队过长时，
触发信号系统自动反应，控制红绿灯作
出相应调整。大数据显示，通过精细化、
智能化的交通信号控制，上新街最为拥
堵的海棠溪新街高峰时段排队长度减少
28%；南山隧道通行效率提高 25%，烟雨
公园路口拥堵压力明显缓解，改造效果
初显。

下一步南岸区将总结前期经验，在上海
城、长江村路口以及回龙湾片区推进智慧交
通建设，缓解交通压力，为群众出行提供更
便捷的交通环境。

交管日趋智能化 进进出出更通畅

南岸上新街片区道路进行智能化交通改造

清晨约5时20分，重庆诚保物流
有限公司满载食材的货车，缓缓停在
了南岸区城南家园小学食堂外，送货
员将装有食材的食品箱，搬运到厨房
内整齐码放。

摄像头下，学校食品安全员王良
源对照货单认真核实，将所有食品箱
逐一校验，拍照上传学校食品安全和
营养健康智慧管理系统，学生家长可
通过该系统“原材料台账管理”功能，
对食品原材料进货、查验、使用情况，
以及供应商资质、原材料检验合格证
明等进行追溯。

这样的场景，在南岸区的中小学
及幼儿园已成常态。

校园餐饮食品安全是食品安全监管
的重中之重。去年以来，南岸区由区食药
安委牵头，区市场监管局、区教委等部门
联动，在校园食品安全监管机制和监管手
段上不断创新形成合力，探索将校园食品
安全监管向预防性管理模式转变。

去年，南岸区建成学校食品安全
和营养健康智慧管理系统，规范224
所中小学幼儿园食材供应管理，从源

头保证学生“舌尖上的安全”。该系统
以“重庆阳光餐饮”信息平台为依托，
借助实时监控、AI智能识别、网络直播
等先进技术，通过“自检自查”“在线培
训”“在线考核”“原材料台账管理”“食
品添加剂管理”“负责人直通车”“从业
人员管理”“证照与健康证管理”等八
大功能，实时对全区中小学食堂从业
人员操作行为进智能监控，做到智能
识别、智慧抓取、自动推送。

校园食监变“聪明”学生食品更放心

在珊瑚中学举办的食品安全风险
监测培训会，与会人员正在学习如何
进行农药残留快速检测 摄/崔景印

2020 年 12 月 31 日，位于南滨
路附近的一处楼栋新建的电梯正
式投用，该楼栋住户从此免去爬楼
之苦。电梯加装，不仅解决了居民
们出行之难，还极大地促进全体居
民房产增值。

该楼栋所在小区建于上世纪90
年代。随着居民年龄逐渐增长，“爬
楼难”的问题日趋凸显，下楼散步也
成为一种“奢望”。去年初，社区就
加装电梯进行民意调查时，大部分
居民都投了赞成票。

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在不影响
其他居民出行、采光等相邻权的
前提下，老旧小区加装电梯需要
征得三分之二以上居民同意便可
施行。小区中，其余楼栋均顺利
启动电梯加装工程，唯独该楼栋

“卡了壳”——楼下的一对夫妇坚
决不同意加装电梯。

去年上半年，眼见其它楼栋的邻
居都用上了电梯，该楼栋的居民变得
愈发着急。

“因为个别人的无理阻挠，就置
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于不顾，这是
懒政！”南岸区民生办副主任杨劲
说，在多方多次做这对夫妇思想工
作无效后，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对该
楼栋电梯加装工程实施保护性施
工，赶在去年年底前，让该楼栋居
民用上了电梯。

去年，南岸区按照“业主自愿、
尊重权益、保障安全、政府扶持、属
地管理”原则，推进全区老旧住宅
增设电梯工作。全区共受理老旧
住宅增设电梯项目 60 件（60 部电
梯），其中已建成投用17部，惠及群
众 500 户；已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并开工建设 16 部，其余 27 部
正在办理规划手续。

老旧楼栋装电梯 上上下下更方便

电梯工程维修人员正在对设备进行维护保养，南岸区“三无”老旧电梯提
前超额改造完成，近千余户居民受益 摄/梅垠

市民周末到南山植物园游玩 摄/李显彦

茶园江南新区城市建设错落有致，绿树花草点缀其间，一座科技生态之城崛起 摄/钟志兵

南岸着眼生活“小切口”办好民生大实事
往返频遇堵，楼高无电梯，回家之路格外闹心。出门难见绿，休闲无场地，踏出家门怅然若失。肉菜哪里来？锅里放了啥？学生用餐提心吊胆……纷繁琐碎的生活烦恼，会困扰每一个人。

民生事小，却无小事。2020年，南岸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生工作的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把完成市、区重点民生实事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从生活的“小切口”入手，办好民生“大实

事”。通过落实工作责任、加大资金投入、加强督促检查等得力措施，圆满完成市、区重点民生实事任务。

南岸风光南岸风光

民生实事：提速推进江南立
交改造，开工建设江南隧道，着力
解决海峡路交通拥堵痛点。

办理结果：江南立交工程包
括新建道路 2 条、匝道 15 条，改
造道路 2 条、优化匝道 6 条，分
两期实施。目前已完成一期工
程量约 80%，轨道共建段、L 线、
L 线桥、B 匝道、F 匝道、纵一路、
纵二路已基本完工，内环快速
路至烟雨路方向连接道已具备
通车条件；二期工程施工单位
已 进 场 ，前 期 工 作 正 有 序 铺
开。江南隧道项目已通过概算
审查，取得全线建设用地规划
审查意见、工程规划审查意见
和江南隧道盛峰路段建设用地
许 可 和 国 土 划 拨 决 定 书 等 文
书，目前正全力开展农村征地
和城市房屋征收、EPC招标准备
等工作。

民生实事：完成棚户区改造
1200户、10万平方米。

办理结果：圆满完成弹子石
大佛段正街片区、五桂石片区、峡
口镇片区二期、迎龙老街片区、河
口场片区、下浩正街片区（杨家
岗、觉林寺等）、长生桥旧城改造
项目一期、市医药科技校片区、双
峰山一号片区、铜元局大田坝片
区共 10 个片区和长江村棚户区
修缮加固及改扩建项目，共改造
1327户、10万平方米。

民生实事：开展15个老旧小
区综合整治。

办理结果：南山街道崇文路
10 号、崇文路 12 号楼栋改造；南
山街道崇文路区域配套基础设
施改造；花园路街道古楼片区老
旧小区楼栋改造；花园路街道团
园堡片区老旧小区楼栋改造；涂
山镇兴隆苑社区、仁济路片区楼

栋改造；南坪街道东兴路长航片区改造；海棠
溪街道片区楼栋改造；海棠溪街道片区配套基
础设施改造；广阳镇原国营造船厂老旧小区楼
栋改造；南坪正街片区老旧小区楼栋改造；南
坪新街—黄桷渡片区配套基础设施改造；南坪
新街—黄桷渡片区老旧小区楼栋改造；弹子石
老街山城步道沿线建筑立面提升（老旧小区改
造）；龙门浩山城步道沿线建筑立面提升（老旧
小区改造）；烟雨路山城步道沿线建筑立面提
升（老旧小区改造）共15个项目按序时进度全
部开工建设，整治工程正加快推进中。

民生实事：进一步优化大南山交通规划，加
快实施黄老路、广黔路等交通路网基础设施建
设，提升大南山区域交通出行能力。

办理结果：黄老路4.1公里、广黔路3.6公里
全线完工投用，大南山区域内5条主要公路均
完成大修及养护等综合整治工程，群众交通出
行更加便捷、舒适。

民生实事：对居民小区特别是老旧小区安
全秩序加强综合整治力度，依法高效处置小区
安全通道违停违建问题，及时消除各类安全隐
患重点。

办理结果：对全区消防车道堵塞严重的
106 处区域提出整改意见并督促整改到位；为
花园路街道200户孤寡老人家庭免费安装了独
立式联网型智能感烟探测器；组织消防安全集
中演练480余次，曝光有关违法行为89次；结合
疫情防控，督促全区212个物管公司配齐小区
保安员，落实保安员持证上岗等制度；对全区
456 个物业小区视频监控进行全面清理，督促
物业公司修缮补齐。

民生实事：新改建5座公厕、新改建旅游公
厕16所、农村垃圾有效治理率达100%，开展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

办理结果：新改建并投用公共厕所5座、旅
游厕所16座；农村生活垃圾日常清运处理量约
7456吨；行政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达100%；
对农村 27 个残破垃圾箱体进行统一采购更
换。《农村生活污水治理专项规划》编制完成并
报市生态环境局备案，已印发全区执行。

民生实事：完成20公里健身步道提升建
设，推进黄葛古道道路修复及生态环境打造。

办理结果：完成山城步道21.2公里，其中环
南山—老君洞步道1公里、苦竹溪步道工程（一
期）两岸7公里、南山一棵树至黄桷垭正街连接
道入口栈道工程0.2公里、壹华里夜景重庆公园
步道6公里、龙脊山步道1.5公里、慈母山步道
3.5公里、“慈米龙”历史街区配套步行系统2公
里。黄葛古道修复及生态环境工程一期完工，
黄葛古道保护性修缮、生态修复及配套设施工
程开展前期相关工作，已完成年度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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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旧小区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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