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日的暖阳下，蜿蜒33公里的
环湖绿道宛如一条城市“绿脉”，将
梯田花海、月光草坪、滨江公园、阳
光沙滩、水上花园、石来运转公园等
沿线景点、景观串珠成链。

如今的云阳，把好山好水好风
光融入城市，让城在园中，人在景
中，成为现实的可触可感。

在云阳县望江大道桂簇香山小
区，“藏”着一座全新的小游园——
香山游园，公园内曲径通幽、绿树成
荫，附近居民有的坐在休闲座椅上
悠闲地聊着天，有的带着孩子在公
园里漫步嬉戏。

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片杂草
丛生、路边设着围挡的闲置地块。
经过打造，这里已变身成为一个功

能完善、环境优美的小游园。
近年来，云阳县按照“城美山青”

工作部署，推进园林绿化精品工程。
按照“一带两江，七彩生活”定位和

“碧水青山、绿色低碳、和谐宜居、人
文厚重”的原则，推进环湖绿道建设、
滨江公园提档升级，建设园林绿化精
品。以公共绿地、道路节点提质为基
础，打造园林绿化精品。

推进城市绿肺保护工程。推进
龙脊岭公园、万步梯步道山体彩化
工程，实施色叶植物彩化1万余平方
米。推进城区社区边角地块绿化，
整治城市闲置地和裸露地，植绿
416000 平方米，打造城市绿地通
廊，消除城市山体绿地“秃斑”。

推进绿化专项行动。推进“坡

坎崖绿化美化”“铲菜植绿”“拆围透
绿”三大专项行动，以边角地整治、
坡坎崖绿化美化为依托，见缝插绿、
消除绿化空白，建成一批社区体育
文化公园、小游园、小广场、生态停
车场。完成坡坎崖绿化美化89处、
43万平方米，建设示范点14个，彩
化、美化山体11万平方米；完成铲
菜植绿144处、54万平方米，治理消
落区10万余平方米；完成在建工地
施工围挡、单位小区围墙美化 90
处、闲置地块围墙（围挡）美化 17
处、拆除围墙1000余米，打造游园、
节点7.8万平方米，实现了市民“300
米见绿，500米见园”的目标。

推进城市绿线修复工程。探索
推进“一江两岸”消落区治理和水生

态修复工程，对滨江路沿线消落区
进行生态修复，栽植水生植物10万
余平方米，修复城市滨江绿地“裸
岸”。

“十三五”时期，云阳县共新增
建成区绿地面积374万平方米、绿
化覆盖面积376万平方米、公园绿
地面积235万平方米。全县建成区
绿地率达到43.8%、绿化覆盖率达
到46.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17.5平方米，伴江公园坡坎崖治理
项目被评为“重庆最美坎崖治理项
目”。完成国家园林城镇（南溪镇）
创建，完成国家园林县城的复查验
收，全县城市绿地管护优良率达到
90%以上，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
满意度有了大幅提升。

聚焦提升城市颜值 让城市“近者悦远者来”

45
2021年 1月21日 星期四
责编 胡东强 冯超
美编 黄景琳

巴山渝水逶迤处，川陕鄂渝交
汇点。依山傍水、宜居宜游的云阳，
素有“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的殊
荣。

近段时间以来，家住云阳县城
民德广场附近的残障人士舒青山，
吃完晚饭后便习惯坐着轮椅去广场
上玩一玩。“现在很方便，上下台阶
有缘石坡道，有无障碍道路，我不用
麻烦别人，也能轻松到广场上。”而
在之前，为了不麻烦家人和旁人，舒
青山往往选择不出门，更别提到广
场上放松心情。

城市的幸福感往往在于细节，一
个缘石坡道、一段顺畅盲道、一台无
障碍升降电梯……正是这些在生活
中看似不起眼的无障碍设施，能让行
动不便的残障人士、老年人轻松行
走，让推着婴儿车的妈妈不再犯愁，

让各类人群共享社会发展成果。
近年来，云阳县累计新建、扩

建、改造主次干道无障碍设施道路
103条、199千米，新建、改造坡化路
口3300余处，城区坡化道路设置率
达98％以上，城市中心区安全岛的
轮椅通行率达100％；主次干道修建
盲道达165公里，其长度达到城市
主、次干道的1.5倍。2019年，城区
主干道行道板进行了高标准改造，
盲道建设全面提质，城区道路无障
碍普及率达100％，让出行不再有障
碍。

2020 年，云阳县高质量通过
“全国无障碍环境示范县”国家级检
查验收，成为全市目前唯一的无障
碍环境示范城市。

成功创建“全国无障碍环境示
范县”只是云阳城市品质提升的一

个缩影。“十三五”以来，云阳围绕城
市内涵提质，着力完善城市功能。

最近，移民大道、大雁路一带的
居民都感叹道，入夜时分的人行道
好像与过去有些不同了。道路两旁
的灯更亮了、景更美了，出行更安全
更舒心了。

去年以来，云阳县城市管理局
紧紧围绕“灯明景靓”民生工程，大
力推进城区人行道照明改造，着力
解决人行道有灯不亮、树枝遮灯等
实际问题，切实保障市民早晚出行
安全。据统计，全县新安装路灯
2000 余盏，占目标任务的 200%。
推行城区绿色照明，实现LED绿色
照明全覆盖。强化路灯集中管理
和控制，路灯集中控制率 90%以
上。强化照明设施的维修维护，消
除城市暗盲区，建成区装灯率

100%。
2020年12月初，云阳双江大桥

全新亮相，重新担负起连接澎溪河
两岸的重要枢纽作用。崭新的双实
线和纯黑的沥青路面黄黑相间，过
往车辆有序通行，桥面两侧的智能
路灯已投入使用。

近年来，云阳全县累计完成道
路“白改黑”20万平方米，提档升级
人行道10万余平方米，背街小巷综
合整治5万平方米；道路设施完好率
98%以上，道路平整度、舒适度大幅
提升。城市桥梁隧道等结构设施检
测率 100%。2020 年完成长江大
桥、双江大桥等大型结构设施的病
害整治，提高了结构设施安全承载
能力。新增停车泊位1.2万个，城区
现拥有停车泊位35176个，城市停
车难问题得到进一步缓解。

聚焦提升城市品质 让城市更贴心更有温度

云阳，因“四时

多云、山水之阳”而

得名。

“十三五”时期，

云阳县深入贯彻落

实“城市管理要像绣

花一样精细”的重要

指示精神，以建设

“成渝地区公园城市

标杆地”为目标，坚

持“生态化、人文化、

现代化、国际化”理

念，把城市当景区打

造、当客厅管理，持

续提升城市“三化”

“三管”水平，深入实

施“七大工程”，全面

夯实“马路办公”，为

云阳绘就“干净整洁

有序、山清水秀城

美、近者悦远者来”

的美好画卷。

把城市当景区打造当客厅管理

建设“公园城市”标杆 绣出美好城市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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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说“十三五”

■ 新增建成区绿地面积374万平

方米、绿化覆盖面积376万平方米、

公园绿地面积235万平方米。全县

建成区绿地率达到43.8%，绿化覆盖

率达到46.8%，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

到17.5平方米。

■ 完成道路“白改黑”20万平方米，

提档升级人行道 10万余平方米，背街

小巷综合整治5万平方米；建设无障

碍设施3300余处，设置盲道 199公

里，设置率 100%；道路设施完好率

99%以上。

■ 新增停车位 1.2万个，城区现拥

有停车泊位35176个。

■ 城市、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 100%，农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

100%。全城公厕总数达90座以上，

建成市级垃圾分类示范村42个。

■ 建设智慧灯杆 127杆，数字城管

每年主动发现城市管理问题近 1.3万
件，结案率达99.9%以上。

张锋 盛志信 谢蜀云
图片由云阳县城市管理局提供

长席子码头办公内容：研究解
决货车、三轮车停放问题及滨江路
车辆乱停乱放问题；民德广场交叉
路口办公内容：研究解决马路市场
问题；悠然居旁支路办公内容：解决
消防通道整治问题……这是去年7
月28日，云阳县开展的一次“马路
办公”的内容。

当天，云阳县由相关县领导牵
头，县政府办公室、县城市管理局、
县交巡警大队、县住房城乡建委、县
卫生健康委、县消防救援大队等单
位负责人组成工作组，来到城区开
展马路办公，指导城市管理及交通
秩序管理，现场解决相关问题。

城市管理是社会治理的
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云阳

县建立“细管”标准规范，强化“智
管”支撑，不断提高城市管理“精细
化、智能化、人性化”水平，常态化开
展“马路办公”，深入推行城市综合
管理“五长”责任制，推进“大城细
管、大城智管、大城众管”。

在大城细管方面，云阳县城管
局实施精细环卫，强化日常保洁，开
展“街净巷洁”行动，加强主次干道
管理。以示范点和示范小区来推进
全县的垃圾分类，实施现有垃圾房、
中转站、压缩站、处理场等设施改造
升级，建立起规范标准的垃圾分类
投放、收集、运输和处置体系。

在大城智管方面，全县积极推进
城管系统GIS地图扩容，数字城管

GIS地图达23平方公

里，实现建成区数字城管地图全覆盖；
城市管理基础数据依规普查确权入
库覆盖率100%，整合全局系统视频
监控335处，建设智慧灯杆127杆，数
字城管系统GIS地图扩容至23平方
公里，基本实现建成区全域覆盖。

在大城众管方面，全县发动社会
各界广泛参与到城市综合管理中来，
做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
民管”。深入推进城市综合管理“五
长”责任制，落实门前“三包”责任制，
目前已基本实现街道、社区管理常态
化、规范化；常态化开展“文明在行
动，云阳更洁净”“周六文明劝导”“小
手牵大手”等活动，激发市民“主人
翁”意识，主动参与城市管理，浓厚了

“共建共治共管共享”氛围。
尤其在常态化开展“马路办公”

方面，云阳县下沉管理重心，坚持把

办公室设在马路上，以路为岗，做到
城市管理工作研究在前沿、问题发
现在一线、矛盾解决在基层。县四
大家领导坚持带头开展城市管理

“马路办公”，分管副县长坚持每周
开展“马路办公”，部门负责人积极
参与“马路办公”，云阳县城市管理
局、乡镇（街道）班子常态化“马路办
公”，形成了“马路上办、马上就办、
办就办好”的城市管理理念，建立了

“发现问题—交办问题—处置问题”
的工作机制，解决了一大批以往督
不动、无人管的城市管理顽疾。

展望“十四五”，云阳县将积极
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围
绕成渝“公园城市标杆地”目标，加
快实现城市管理精细长效，深入推
进城市更新行动，提升城市综合承
载能力，推进智能化城市管理建设，
提升城市管理效能，凸现具有云阳
特色的公园城市，绘就“干净整洁有
序、山清水秀城美、宜业宜居宜乐宜
游、近者悦远者来”的美好画卷。

聚焦提升治理水平“三化”“三管”持续发力久久为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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