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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隆区袁千里乌江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遥 一江碧水袁
两岸青山袁山在城中袁城坐山间遥 街道宽阔袁广场气派袁
大桥卧波袁楼宇接天遥 武隆城乡建设发展渊集团冤有限
公司的建设者们袁 肩负全区 40 万父老乡亲的嘱托袁积
极发挥城乡建设主力军作用袁以打造野山水园林旅游
新城冶为目标袁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坚实基础遥

北滨广场及停车场实景效果图

北岸堤防效果图

把

铺在武隆大地上

— 武隆城乡建设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助力经济社会发展记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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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是实 施野十 三五 冶规 划的
关键之年袁也是武隆撤县设区的开局
之年遥 这一年袁武隆城乡建设发展渊集
团冤 有限公司在武隆区委尧 区政府的
领导下袁在野两大攻坚冶中积极担责袁
主动作为遥
羊角场镇搬迁是武隆区城乡建设
两大攻坚目标之一袁 也是区委提出将
党的十九大精神全面落实在武隆大地
上的野四大攻坚战冶任务之一遥 公司干
部职工在时间紧尧任务重尧质量要求高
的情况下袁心往一处想袁劲往一处使袁
克服各种不利因素袁 确保工程进展顺
利遥 通过精心优化施工组织袁24 小时
作业等强有力的措施袁完成区委尧区政
府下达的目标任务遥 沥青路面铺设 8.8
公里袁 二级给水尧 雨污综合管网和燃
气尧电力综合管线铺设 30 公里袁三级
给水尧雨污综合管网和燃气尧电力综合
管线铺设 70 公里,地面混凝土垫层浇
筑 10 万平方米袁青石板 4.5 万平方米袁
青石栏杆安装约 4 公里遥 广大干部职
工凝心聚力袁抢工期袁赶进度袁为群众
搬迁入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遥
全面落实扶贫工作各项任务袁巩
固脱贫成效袁 坚决打赢打好新时代的
扶贫脱贫攻坚战遥 该公司组织员工认
真学习十九大精神和深刻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有关精准扶贫工作的重要讲话
精神曰 贯彻落实区委区政府的决策部
署袁在政策尧资金尧项目等方面予以倾
斜曰突出重点袁突破难点袁把精准扶贫
各项政策宣传尧落实到位曰结合野两学
一做冶学习教育袁抽调 4 名农村工作经
验丰富的党员袁组成驻村工作队袁加快
房屋尧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曰积极
帮扶开展春耕生产尧产业规划袁帮助销
售天麻尧蜂蜜等农副产品袁为贫困户联
系务工单位袁 实实在在解决了群众的
困难遥 加强培育杨梅尧核桃尧老鹰茶等
富民产业曰推进野三变冶改革袁充分激活
城乡发展要素袁提升内生动力遥

新建火车站站前广场

加速城市基础建设
该公司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主战场袁 狠抓棚改尧
中堆坝片区开发尧堤防尧停车场等建设遥
强力助推棚改工作袁 完成房屋拆迁协议签订约 350
户袁约 4 万平方米房屋拆迁遥 启动了中横街尧老车站等片区
棚改项目征地拆迁工作遥 开展了 2018-2020 年拟棚改地块
摸底调查尧规划设计尧项目融资等前期工作遥 在中堆坝片
区袁建设开发如火如荼遥 该公司通过片区回填整治尧征地拆
迁尧还建安置房尧土地招商引资以及道路管网等一系列项
目建设袁形成黄金商业地产约 700 亩袁拓宽了城市发展空
间袁形成了以旅游服务尧商业金融尧行政办公为主的大型城
市商圈遥
按照野科学合理袁风格统一袁凸显武隆山水之美尧城市
之美袁充分彰显武隆风情和地方特色冶的定位袁完成了乌江
武隆段城市规划区堤防景观规划设计方案遥 城区堤防工程
项目计划总投资 55 亿元袁 结合乌江白马电航枢纽工程规

划进行设计袁设计高程 202 至 207 米袁南北两岸总长 22.3
公里遥 项目建成后袁可将中心城区防洪标准提升为 20 年一
遇袁铸就一道生命防线曰将新增城市建设用地 4000 亩袁提
高沿江河滩地利用率曰可打造滨江景观袁助推山水园林旅
游新城建设曰可新增滨江交通要道袁改善区域内及 319 国
道交通状况 30 公里曰可减少水土流失袁有助于保护生态环
境等遥 目前袁左岸堤防尧南滨路加高完成主体工程曰北滨路
乌江二桥至一桥段正开展进场道路施工袁施工单位即将进
场袁乌江三桥至棉花坝南北两岸堤防正开展前期工作遥
停车场建设是温暖民心的市政工程遥 随着武隆区经济
社会快速发展袁 城市人口和机动车辆保有量不断增加袁城
区车位严重不足袁城市交通管理面临巨大的压力和严峻的
挑战遥 该公司全年建设约 3500 个停车位袁 并陆续投入使
用袁另有 1000 余个停车位近期开工建设遥
着力加强改善人居环境袁助推全区生态文明建设遥 城

区污水处理厂迁渊扩冤建项目已通水并试运行袁乡镇污水全
覆盖生态环境建设成效显著遥 相继建成了白马尧 鸭江尧铁
矿等 25 个乡镇 39 座污水处理厂袁 鸭江镇垃圾填埋场 1
座袁平桥等 7 个乡镇垃圾中转站遥 污水处理厂已完成各个
乡镇全覆盖袁运行率达 100%遥 鸭江垃圾填埋场渗滤液处理
设施正式建成投入使用袁 不但填补了武隆区生活垃圾填
埋场渗滤液处理设施的空缺袁 也为有效预防环境污染和
改善生态环保水平奠定了坚实基础遥

托起群众“安居梦想”
2017 年 3 月 21 日袁武隆区举行首个公共租赁住房
摇号配租选房活动遥 本次房源 199 套袁326 人通过审核
申请成功遥 公示期满后袁199 户按叶重庆市公共租赁住
房管理实施细则曳规定袁到公租房小区物业服务中心签
订公租房租赁合同并接房遥
去年大学毕业的小刘在武隆一家民营企业做人事
管理工作袁她符合公租房申请条件袁并在这次摇号中配
租成功遥小刘搬进新居后袁她激动地说院野少了租房的烦
恼袁现在可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了遥 冶
近年来袁该公司把保障民生作为重心袁大力投入公
租房尧廉租房建设遥 土坎廉租住房项目总投资 3888.47
万元袁建筑面积 17889.79 平方米袁新建房 204 套遥 一栋
栋精美的楼房袁室外景观路面铺装正有序进行中袁室内
水尧电尧卫生间尧洗手台安装到位袁厨房里的橱柜尧洗菜
池也是一应俱全遥土坎廉租住房室外铺装工程尧室内装
饰工程尧水电安装工程全部结束袁现已达到入住条件遥
巷口公租 房 占地 面积 7996.22 平方 米袁 建 公租
房 293 套袁 停车位 151 个遥 每套住房内安装了油烟
机尧燃气灶尧热水器等厨卫用具袁基本实现了拎包入
住的需求遥
巷口镇棉花坝廉租住房项目 完成主 体工程 的

30%遥 该项目共新建廉租房 304 套袁 配套建设停车位
111 个遥 项目建成后袁将进一步有效解决武隆区低保户
家庭住房困难问题遥
安得广厦千万间袁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遥公司相继
建成廉租房 662 套袁 正在建设的廉租房及公租房共
1637 套袁圆了近 4000 多名困难群众尧弱势群体尧低收入
阶层的安居梦遥

巷口镇廉租房
火炉镇污水处理厂

因地制宜“核桃富民”
野对树苗周围进行锄草松土后袁 要用杂草或树叶覆盖土表袁
等待树叶和杂草腐烂后袁把其埋入树根袁再用新的杂草和树叶覆
盖袁这样既可以抑制杂草生长袁又可以增加肥效遥 冶近日袁武隆城
乡建设发展集团下属祥宇农业公司农技人员在浩口乡落心村核
桃种植园边讲解边示范袁并告诉村民要采取环状方式施肥袁每年
至少 2 次袁可以选用农家肥尧尿素肥或复合肥遥
野2013 年袁祥宇公司组织技术人员到各地考察后袁结合武隆
的气候条件和地理条件袁从四川引进了耶薄壳早实爷的核桃苗遥 冶
据该公司技术人员介绍袁引进的核桃苗具有种植成本低尧抗病虫
害能力强尧挂果时间早尧产量高尧果实大等特点袁当年就在仙女镇
王家坝培植了核桃母本园 200 亩遥 之后袁祥宇公司继续在巷口尧
仙女山尧庙垭等乡镇实施了核桃苗圃基地建设袁成功嫁接优质核
桃种苗 80 万株袁出圃 60 余万株袁不仅满足了全区欧投项目经济
苗木 60%的需求袁 还填补了渝东南片区没有核桃苗圃培育基地
的空白遥 目前已在巷口尧白马尧鸭江尧浩口等 26 个乡镇种植核桃
苗 3 万亩约 100 万株袁 这些核桃苗进入盛产期后袁 亩产量可达
1000 斤以上袁实现亩产值约 10000 元遥
近年来袁祥宇公司积极调整种植业结构袁充分利用欧投项目
对贫困山区的贷款支援袁因地制宜袁以市场为导向袁以科技创新
为动力袁以农业增效尧农民增收尧农村发展为核心袁采取公司提供
苗种和技术袁 农民用土地入股和收益归农户的方式袁 大力实施
野核桃富民冶工程袁使核桃树成为了老百姓的野摇钱树冶遥
渊欧隆国 游佐亮/文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