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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更具魅力的幸福家园
沙坪坝区城乡建委推进宜居城市与美丽乡村建设纪实

打硬仗，
回头看。
2017 年初，沙坪坝区城乡建委立下“军
令状”—市区共建重点路桥隧及轨道项
——
目、两站枢纽交通疏解和导视系统设计、区
人行天桥、步
级市政道路项目、
公共停车库、
道建设项目、
农村危房改造、特色小镇建设、
城市棚户区改造、
黑臭水体整治……
这一年，从城市到农村，场场硬仗都是
沙区城乡建委的重中之重，每一场都要打
赢。作为城乡建设的“排头兵”
，过去一年，
每
一个沙坪坝区城乡建委人，都铆足了劲，撸
起袖子加油干。
翻过 2017 年日历的最后一页，一个日
新月异的幸福之城正快步走来……

市区共建

宜居城市

“腾飞之翼”
16 个交通基础设施为重庆插上

4446 户棚改居民告别城市“孤岛”

2017 年 11 月 21 日上午 10 时袁新中梁山隧道
正式建成通车遥
这一为老中梁山隧道分流减负的扩容工程历
时 3 年袁引发全市关注遥
野每天早上高峰时袁走中梁山隧道堵得头痛遥冶
家住二郎的王莉丽在白市驿上班袁 每次出门都要
抢在大清早袁否则稍晚就会堵在中梁山隧道附近袁
野新隧道投用了袁上班就不用那么赶了遥 冶
如今袁王莉丽再没有野中梁山隧道堵得头痛冶
的烦恼了遥
不仅是普通市民袁 中梁山隧道通行能力的提
升袁 更是让渝西地区的众多企业振奋不已要要
要对
他们来说袁便捷的物流通道无疑是野腾飞之翼冶遥
巍峨蜿蜒的中梁山静静伫立遥 这条南北走向
的山脉袁以东是繁华富庶的重庆主城袁以西则是辽
阔且有待开发的渝西地区遥
渝西融入主城的关键是产业对接袁 而产业对
接的首要问题是交通遥
2017 年袁 以中梁山隧道扩容改造工程为契
机袁 沙坪坝区城乡建委加快推进的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共 71 个袁 其中市区共建重点路
桥隧及轨道项目达 16 个遥
翻开成绩单要要
要
在路桥隧建设上袁 凤中立交尧
西环立交等 7 个续建项目已全部
完成 1703 亩交地任务曰 一纵线中
柱段尧中梁山隧道扩容工程尧高家花
园复线桥主桥已建成投用袁 凤中立
交即将完工投用曰 歇马隧道东西段尧
横线西段渊桃家院子立交东至礼白立交
段冤已开工建设曰一纵线中心站至狮子岩
段尧坪山大道尧内环西北半环拓宽改造正在全
力攻坚征拆工作遥
在轨道交通建设上袁 轨道环线已完成交地
230 余亩袁主线及站点土建施工已基本完工袁
正在实施铺轨安装等工程袁 预计 2018 年
8 月通车曰 轨道 9 号线已开工建设曰轨
道 5 号线沙区段土建工程已基本完
工袁轨道一号线延伸渊尖璧段冤隧道
已贯通遥

中梁山隧道宋家沟 1 号隧 道
左线洞口棚架完成施工

区内自建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袁大量
农村人口融入城市遥 这也意味着袁我
们的城市不仅需要大量的基础设施
来支撑袁更需要大量的不断优化的城
市空间来承载遥
野沙坪坝区城乡建委将优化城市
环境置于重要位置袁以期不断提升城
市环境质量尧人民生活质量袁着力提
高城市发展的持续性尧宜居性遥冶李兴
表示遥
过去一年袁该区以城市棚户区改
造尧黑臭水体整治为主要内容的城市
环境改造提升工作加快推进袁市民居
住品质和城市环境不断改善遥 据统
计袁2017 年该区城市棚户区改造已
完成投资 28 亿元袁启动实施 27 个项
目 袁 完成 55 万 平方 米袁 完 成 棚 改
4446 户袁 提前并超额完成了市级下
达的年度任务遥
野棚户区改造是重大民生工程袁事
关民生福祉尧城市形象袁是改善群众居
住环境尧 加快推进城市发展的重要抓
手遥 冶李兴说袁棚户区改造不能局限于

把野旧房冶变野新房冶袁更为重要的是改
善群众居住条件袁同时提升城市品位遥
为此袁沙坪坝区城乡建委还牵头
编制了 2018-2020 年沙坪坝区棚改
规划遥
据悉袁未来三年袁沙坪坝区将投
入资金约 134 亿元袁集中成片尧有序
推进 24 个片区尧101 万平方米尧7264
户的棚户区改造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除了棚改让百姓
的生活更美好袁沙坪坝区城乡建委还
配合全市野河长制冶工作袁启动了跳蹬
河尧凤凰溪尧詹家溪尧清水溪这 4 条黑
臭水体整治遥
野以前环境差袁 谁都不愿往河边
走袁 如今早晚都可以到河边散步尧锻
炼身体袁大伙儿都高兴得不得了! 冶家
住凤凰溪附近的王阿姨说遥
目前袁通过沙坪坝区城乡建委截
污控源工程尧河底清淤工程尧推流曝
气原位修复工程尧 生态修复工程尧河
道两岸集中整治工程等几大行动袁水
清岸绿的风景野归来冶了遥

30 条城市路网铺就发展
“主动脉”
城是人的载体袁人是城的灵魂遥
城市的发展袁与产业尧环境是
互通的遥城市更新的目的正是提供
一流的环境袁 进而引进一流的人
才袁承载一流的产业袁打造一流的
城市遥
当今袁面对日益凸显的野城市
病冶袁 一方面是城市投入的不断加
大袁另一方面则是边际效用的逐步
递减遥
如何增加有效供给袁实现适销
对路钥

野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袁 是做
好城市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遥以
人民为中心袁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尧幸福感尧安全感袁仍然是破
解矛盾的核心要义遥 冶沙坪坝区城
乡建委主任李兴认为遥
过去一年袁沙坪坝区完成两站
枢纽交通疏解和导视系统设计袁推
进区级市政道路项目 30 个遥
截至目前袁 纵二路后工段尧高
家花园立交连接道建成通车曰滨江
路磁井段有序推进曰站东路东延伸

段尧 井双 AZ1 干
道尧富洲路延伸段等
27 个 项 目 开 工 建 设 曰 条
条大路四通八达袁 密集的交通
路网犹如一具城市的骨骼袁贯通着
城市发展的经脉遥
值得一提的是袁为解决沙坪坝
区东部老城交通拥堵尧野停车难冶袁
西部新城路网密度低尧外联通道少
等问题袁沙坪坝城乡建委在全市率
先启动野解决交通拥堵冶三年行动
方案的编制袁建立了野解决交通拥

如何为磁器口老码头的重生保驾
护航钥沙坪坝区城乡建委主动融入
沙磁文化产业园建设袁不断加大基
础设施建设力度袁添力重庆野码头
文化冶的挖掘与保护遥
2017 年袁 磁器口滨江平台停

车库建成投用袁标志着磁器口基础
设施建设得到破局遥 这袁仅是沙坪
坝区城乡建委因地制宜完善公共
基础设施的一个缩影遥
据统计袁过去一年袁沙坪坝区
已完成公共停车库 13 个遥

国盛三千城马房湾大桥

乡村振兴
325 户困难群众解决居住难题

堵冶三年行动项目储备库遥
据统计袁目前共储备了 201 个
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袁其中袁城市道
路交通项目 120 个尧轨道交通项目
4 个尧公共停车库 40 个袁新建及改
造人行过街设施 22 座袁 绿色步道
7 条袁其他交通项目 8 个遥

公共设施
车库、
天桥、
步道惠泽民生
磁器口码头是重庆主城区原
汁原味的老码头袁与解放碑尧通远
门尧临江门等并称为野城市最后的
回忆冶遥
历经岁月的沧桑袁这个老码头
已无法与磁器口古镇景观相融合遥

嘉陵江磁井段防洪综合整治工程

七彩慢乡示范片道路
不仅如此袁沙坪坝区城乡建委
聚焦商圈尧医院等停车需求紧迫区
域袁逐步补齐停车缺口袁开工建设
了凤凰广场公共停车库尧滨江路秋
水长天公共停车库等 9 个项目遥其
中袁 曾家 682 人防工程配套停车
库尧电信大厦公共停车库等 4 个停
车库年底完工投用袁 将提供约
5000 个停车泊位袁 使沙坪坝区停
车难问题得到一定程度缓解遥
为了弥补功能缺失袁增强群众
获得感尧幸福感尧安全感袁过去一
年袁沙坪坝区还大力推进了步行系
统建设袁全年推进了 8 座人行天桥
建设袁其中老政协路口及杨梨路温
泉城路口人行天桥已建成投用曰启
动建设绿色步道 2 条袁市民出行因
此更加安全尧便捷遥
野随着人行天桥建设袁 周围居
民出行安全指数及方便指数都将
大大提高袁交通运行环境也将得到
有效改善遥 冶李兴说遥

乡村是从未停止追寻的诗和远
方遥 这里是农民世代生活的聚落空
间袁也是唤起人们乡愁的精神家园遥
十九大报告提出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冶袁切中了当前乡村发展要害袁指
明了新时代乡村发展方向袁是野三农冶
发 展 的 重 大 战 略 机 遇 遥
对于沙坪坝而言袁 改造农村危
房尧创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市级示范
片尧特色小镇建设尧建设美丽宜居村
庄尧创建绿色示范村庄袁五大工作袁一
件 都 不 能 落 下 遥
建设美丽宜居乡村袁改善农村人
居环境是重点遥过去一年袁沙坪坝区在
中梁镇石院村尧庆丰山村尧永宁寺村的
三个村创建市级示范片袁 累计投入资
金 6385 万元完成庭院整治尧 建筑整
治尧入口空间整治尧滨水空间整治尧景
观标识尧 道路交通整治尧 新增照明设
施尧 环境卫生设施整治尧 市政设施建
设尧防灾健身设施配置 10 大类整治项
目袁切实改善了该片区人居环境袁极大

地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农村繁荣遥
在农村危房改造上袁沙坪坝区改
造农村危房 325 户袁解决了贫困农户
最基本居住功能问题曰 改造 C 级危
房 260 户袁维修加固的同时提升了农
民的居住品质袁改造 D 级危房 65 户袁
解决最困难群众基本居住安全问题遥
介于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小城镇袁
在城镇化进程中袁 青木关镇扮演着
野桥头堡冶的重要角色遥 为此袁市区共
投资 2600 万元袁 将青木关镇打造为
特色小镇袁 实施 7 公里景观道路油
化尧景观打造尧便民小广场改造等景
观道路整治工程袁打造出一批示范和
亮点袁村镇活力不断增强遥
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袁 要求我们
重新发现乡村尧重新认识乡村尧重新
设计乡村遥 环境做好了袁自然会实现
资产增值尧促进农民增收遥 这样的乡
村必然人人向往袁这样的乡村振兴战
略方能达成境界遥 冶李兴说遥
渊刘洪 李莎 肖鹏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