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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第七次全国人口

普查数据显示：2020 年，

巴南区常住人口 117.89

万人，相比10年前第六次

全国人口普查，增加了

26.02 万人，人口增长数

量位居全市第五。

“ 人 口 的 流 入 和 流

出，是一个地区经济活力

与吸引力的直观体现。”巴

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

员会负责人表示，巴南区

的人口变化说明，近年随

着大力实施城市提升行

动计划，巴南的基础设施

日益完善，城市形象大幅

提升，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

人们对其“偏远落后”的旧

看法，大有成为重庆南部

综合交通枢纽和南部重

要经济增长极的态势。
巴南位于重庆主城都市区中心城

区最南部，辖区内山河纵横，拥有丰富
的山、水、林、泉、洞、湖、溪、河、瀑、谷等
自然景观资源，获得了“中国优秀旅游
城区”“中国温泉之乡”“国家城乡融合
发展试验区”三张“名片”。但大山大水
在带来丰富旅游资源的同时，也给巴南
发展造成交通上的制约。

巴南区始终把交通设施建设放在
突出位置。目前，已建成渝南大道、渝
南分流道、巴滨路、东城大道等主次干
道45条，总里程约82公里，渝南大道D
段南段等37条道路约107公里即将建
成投用。

2019年11月，龙洲湾隧道正式建
成通车。该道路西起龙洲湾尚文大
道，自西向东穿越铜锣山，与渝黔高速
公路形成互通立交，东至南彭物流基
地东城大道。龙洲湾隧道的通车，对
巴南城市发展具有“破局”意义：它加
强铜锣山两侧的重庆高职城与南部新
城的联系，促进龙洲湾滨江片区、高职
城和鹿角片区、国家级公路物流基地
等区域融合，助推铜锣山两翼经济一
体化协调发展。

过去，巴南城区西有长江限制，东有
铜锣山阻隔，南有云篆山阻挡，只能在长
江与铜锣山之间的狭长地块上发展。

后随着重庆内环快速路、绕城高速
公路建成通车，巴南区一面向东突破铜
锣山，在铜锣山与樵坪山之间的鹿角、
界石、南彭等槽谷地带发展“南部新
城”；一面向南拓展，在铜锣山与云篆山
兴建“重庆高职城”；建设集聚高端装备
制造的大江科创城的“大江科创城”；建
设生态创新示范地、文旅休闲先锋地的

“智慧总部新城”；同时，巴南区还在长
江下游沿岸兴建了“重庆国际生物城”，
形成“一区五城”发展格局。畅通各板
块之间的交通联系，成为巴南城市提升
的重要任务。

目前，巴南正在建设的重大交通基
础设施就有白居寺长江大桥工程、南环
立交改造工程、李家沱复线桥南引道工
程、渝黔复线高速公路连接道工程、新
燕尾山隧道工程（一期）、轨道交通18
号线工程（含李家沱长江复线）、轨道交
通24号线工程等7个重大交通设施项
目。2021年下半年还将开工建设新燕
尾山隧道工程（二期）、茶惠大道、东站
东侧集散通道、开成路、鹿角隧道等5
个重大交通设施项目。2022年，巴南
还将计划开工建设鹿角隧道东延伸段、
黄桷坪长江大桥、轨道交通27号线3
个项目。同时，加速开展公平大道、南
湖大道等10个项目的前期储备的研究
工作。未来，巴南将形成“三横七纵四
联络十轨道”城市骨干交通网络，实现
城市交通与铁路东南环线、主城-綦江

市域铁路、渝桂高铁、渝铜城际、渝湘高
铁、主城-南川市域铁路、渝万高铁、沿
江铁路、渝昆高铁联络线、渝黔高速、渝
湘高速、绕城高速、渝黔复线高速、渝湘
复线高速等有机衔接，构建巴南区南部
综合交通体系。

近年来，随着这些骨干交通项目的
加快实施，巴南的城市和产业近年形成
了两翼竞相加快发展的格局，大幅拓展
提升了巴南的发展空间和发展质量。

在城市建设上，龙洲湾、巴滨路、鹿
角、界石、高职城已成为重庆中心城区
重要的新兴板块，聚集了龙湖、万科、融
创等一大批知名开发商。2020年，巴
南城市开发在建项目近1000万平方
米，居中心城区第二位。

在产业发展上，商贸物流、生物医
药、高端装备制造、“数智”产业、生态创
新等“五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得以深入
推进：

重庆国际生物城落户并纳入国家
高新区拓展园，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列入
国家首批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工程。
2020年，国际生物城产值突破100亿
元，其中生物医药产业产值增长
82.3%；临床试验阶段创新药10个，占
全市50%。

公路物流基地的跨境公路班车覆
盖东南亚中南半岛并开通中亚线，东盟
商品集采城和重庆国际分拨（公路）海
关监管中心建成投用，2020年实现市
场交易额670亿元、税收14.85亿元，年
均分别增长35%、21%。

以鹿角—界石—南彭等南部新城
为重点的巴南经济园，成为巴南打造

“数智”产业的主战场，现已集聚360余
家企业，成功构建起新型显示、大数据、
智能装备制造、5G、消费品以及楼宇工
业和总部经济产业集群，全面形成6大
产业发展格局。

重庆高职城已入驻重庆五一技师
学院、国家级公共实训中心、重庆文化
艺术职业学院、重庆工商大学融智学院
等9所院校和3个功能性项目，已有联
合纵道、中迪医疗、天昊基因、祎翀无人
机、芸中鹰无人机等40余家大数据智
能化项目投资于此。

2020年，巴南地区生产总值同比
增长3.5%，居中心城区第四位；固定资
产投资增长5.1%，其中工业投资增长
15.6%、居中心城区第三位；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增长4.8%，居中心城区第二
位；规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62.2%，高
于主城都市区平均水平；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增长4.3%，居主城都市区第一
位；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
元、增长17%，增速居中心城区第一
位；进出口总额 171.1 亿元，增长
64.5%。

巴
南

交通篇
加快建设南部综合交通枢纽
城市和产业形成两翼发展格局

人文篇
让自然与文化水乳交融、
历史与现代和谐共生

巴南之所以称为“老巴县”，缘于今生巴南与
前世巴国的“血脉相传”：从“巴国、巴郡、巴县到巴
南区，在史称巴国故地的重庆，仅有巴南从古至今
带有“巴”字，使巴文化最终在巴南发展、积淀成厚
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在2020年5月召开的重庆主
城都市区座谈会上，巴南区被定位为人文之城、生
态之城。

在实施城市提升行动计划中，巴南将丰富文
化内涵、提升城市人文品质放在突出位置，大力推
动传统历史文化有效保护、活化利用、创新发展，
努力实现自然与文化水乳交融、历史与现代和谐
共生。

在留住城市记忆上，巴南强化历史文化保
护、塑造城市风貌，保护修缮南泉抗战旧址群，解
放重庆历史陈列馆建成开放，彭氏民居、朱家大
院等历史文化大院完成修缮，巴渝文化研究基地
落户。木洞传统风貌街区首开区完成进度
85%。完成区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和
控制地带划定评审。

在传承城市文脉上，巴南大力弘扬木洞山歌、
接龙吹打、鱼洞乱针绣等非遗品牌，培育市级非遗
保护示范基地、传承教育基地8个，非物质文化遗
产代表性项目75个。

在激发城市活力上，巴南把展示城市魅力与
办好大型活动赛事相结合，以华熙国际文化体育
中心和南温泉景区环境品质提升为抓手，成功举
办中国杯花样滑冰大奖赛、重庆市第24届菊花
艺术节、重庆国际半程马拉松等赛事活动，先后
接待游客500余万人次，城市知名度和影响力持
续提升。

其中，华熙LIVE·重庆鱼洞是巴南通过与社
会资本合作、引入华熙集团投资40亿元在原体
育中心基础上打造全市首个大型城市体育文化
综合体。

该项目从建筑设计上，对接国际顶级体育场
馆标准及理念，全方位按重庆体育文化产业的新
标杆来进行打造，举全力按重庆地标性建筑来建
设。在480亩建筑用地中新建容纳1.6万人的国
际顶级性能综合体育馆、容纳1500人训练馆、接
待中心、室外健身广场、市政走廊（轻轨连接平台）
及配套商业设施，改建容纳 3.5 万人体育场及
5000人的篮球馆，对地下管网、河道进行综合性
优化治理，对周边城市道路、路网、市容景观等市
政设施进行优化完善，实现人车分流，建设总规模
约60万平方米，以文体公园的模式矗立在云篆山
下长江之滨，将现代建筑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努
力为巴南城市形象增光添彩。

该项目在运营管理上引进北京华熙五棵松模
式上进一步升级，以体育文化为核心，融合艺术创
意、多元化教育、沉浸式娱乐和高品质生活，成为
城市活力时尚聚集地、新生活方式的体验地。几
年来，该馆每年活动超过300场次，年接待观众超
千万人次，场地利用率高达80%，为超过1000家
的企业个人提供经营平台，直接创造3000个以上
就业岗位，现已成为西南乃至全国服务最完善、配
套最先进的生活体验地，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场
馆运营新的标杆。

生态篇
持续做好生态保护和修复
推动城市生态品质大幅提升

巴南不仅文化气质好，还山水颜值高。60
公里黄金水道过境，在巴南1825平方千米绿
水青山间，播撒93 个秀丽湖泊、4个江心岛屿，
滋养全市领先的温泉资源储量和46.6%的森林
覆盖。

在实施城市提升行动计划中，巴南区坚持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持续做好生态保护和修复，推

动生态环境明显改善、城市生态品质大幅提升。
在做靓亲水空间上，巴南以“两江四岸”治

理提升为抓手，突出“生态+亲水”特色，提升滨江
江湾片区城市形象，建成巴滨路阳春湿地公园、
10公里自行车道、15公里“山城步道”，完成巴滨
路等6条城市道路33公里、8万平方米人行道提
档升级，成为网红旅游打卡地。

在提升环境质量上，巴南新改建污水处理厂
17 座，城市饮用水达标率保持 100%。完成
1424家“散乱污”企业、3758个污染源整治。全
力推进“五长制”“马路办公”，整治占道经营2.82
余万处。

在筑牢绿色屏障上，巴南完成“三线一单”编
制和污染源普查，实施“清水绿岸”治理提升，全
面落实河长制，长江巴南段及支流水质稳定达
标。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拆除“两
违”建筑46.2万平方米。完成国土绿化营造林
41.6万亩，全区森林覆盖率达47.6%，比“十二
五”末提高了4.1个百分点。

其中，花溪河综合整治项目作为重庆市主城
区“清水绿岸”治理提升首批启动项目之一，已于
2020年4月正式启动实施。该项目总投资35.2
亿元，包括22个子项，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水环境
整治工程、水安全整治工程、水生态整治工程、水
环境治理配套工程、智慧水务工程5个方面。

截至目前，该项目已累计完成投资12亿元，
启动南部新城、物流基地2座、处理规模6万吨/
天再生水厂以及界石、宗申、大山村、土桥等4座
水质净化站等核心工程主体施工，初步建成2公
里生态绿道，拟近期对外开放，新建排水管网40
余公里。

花溪河湿地公园片区“两江四岸”治理提升
工程已于2020年10月启动建设。截至目前，已
累计完成投资3000余万元，基本完成茶花广场
北侧区域、融乐园区域、锦绣江南西侧、巴滨水世
界区域绿化建设，茶花广场至花溪河入江口段，
预计2021年9月对外开放。

城市更新篇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全面推进
推动城市更新迈向新台阶

自2019年《重庆市城市更新行动方案》发布
以来，巴南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以建成高质
量发展高品质生活新范例为统领，以城镇老旧小
区改造为重点，至今已完成鱼新街、新农街、粮食
局、花土湾、乌洋街5个、共计18.9万平方米老旧
小区片区改造，惠及群众1754户。加装电梯
118部、改造水电气讯1682户、新增体育健身场
地1处。

走进位于李家沱渝纱社区水轮村居民区，浓
烈的邻里气息会马上感染身边的所有人。始建
于上世纪60年代的水轮村家属区，是重庆水轮
机厂职工保障住房小区之一。随着时代发展、社
会进步，水轮村家属区的基础功能设施和配套服
务设施不完善、绿化景观配置不合理等诸多问题
日益凸显，影响了居民的生活品质。

如何打造更有温度、有内涵、有活力的社区，
提升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在启动该小区改
造提升之前，巴南区通过广泛摸底调查，积极探
索“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的三问机制，
多次组织社区规划师和居民代表召开会议，征求
居民意见。

2021年，在实施该小区改造提升设计中，巴
南区坚持“自治比整治重要，功能比景观重要”的
思路，计划增设户外护手、修缮小区楼栋扶梯、增
设楼栋感应灯，保障居民出行安全；对所有屋顶
进行整治，解决屋顶漏水问题；并依据小区原有
长廊打造“水轮机厂文化长廊”，把水轮人的人文
精神融入老旧小区改造之中，在长廊四周打造小

区休闲娱乐区域，为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
邻里们，提供话家常、促感情的场所。

与此同时，巴南区结合民政养老政策“千百
工程”，引进社会资本智孝公司进社区，在合建社

区建起了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开展社区嵌入式养
老，对辖区老年人进行助餐、助医、助养等8大服
务。目前，该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已投入试运营，
每日服务近100人次，小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
感和安全感进一步提升。

今年，巴南区将完成7个老旧小区改造提
升，总建筑面积30.92万平方米，涉及群众3957
户；拟新开工15个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总建筑面
积67.79万平方米，涉及群众10732户。

贺娜 王美蓉

丰盛新貌丰盛新貌 摄摄//刘华民刘华民

李家沱长江大桥李家沱长江大桥 摄摄//冯亚宏冯亚宏

渝南大道美人梅盛开渝南大道美人梅盛开 摄摄//邹云蔚邹云蔚

赵家坝立交赵家坝立交 摄摄//冯亚宏冯亚宏

鱼洞长江大桥鱼洞长江大桥 摄摄//冯亚宏冯亚宏

醉美龙洲湾醉美龙洲湾 摄摄//冯亚宏冯亚宏

鱼洞老街鱼洞老街 摄摄//刘金权刘金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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