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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居璧山

—重庆绿岛新区迈向绿色发展新时代
——
在全市上下全面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的热潮
中袁 璧山区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袁以野五大发展理念冶引领野五位一体冶建设袁坚
持把绿色作为璧山生态文明建设的首要价值取向袁
遵循野美丽中国冶顶层设计袁走好野生态优先尧绿色发
展冶之路袁致力于打造低碳尧便利尧宜居尧舒适的重庆
野最佳人居环境城市冶遥 底气来源于实力袁近些年来袁
璧山结合地域实际走绿色发展之路尧成效卓著遥 2017
年 9 月袁璧山作为重庆市唯一入选区县袁荣获全国首
批 46 个野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冶称号曰2017 年 12 月
17 日袁璧南河荣膺全国首届野最美家乡河冶遥 作为该
区生态文明建设主阵地的重庆绿岛新区核心区建成
面积已达 10 余平方公里袁其野深绿城市冶形象已名声
在外尧实至名归遥

山环水绕的人居环境

打 造 匠心独具 出手不凡
绿色已成为城市主题

酝酿
绿岛天成 因势利导
璧山位于长江上游地区尧重庆主城西郊袁古因境内野山出
白石袁明润如玉冶而得名袁有野巴渝名邑 冶之美 誉 袁迄今 已有
1260 年的历史遥 而今袁璧山城区与重庆中心城区仅一隧道之
隔袁紧密相融袁其区位优势显著袁是承接重庆城市扩张尧同城化
发展的重要区域遥从地形地貌来看袁璧山四周环山袁植被茂盛袁
是紧邻重庆主城的一个典型的野绿岛冶遥
为加快建设重庆的生态宜居区袁 璧山根据境内地形地貌
和自然资源特点袁遵循野美丽中国冶顶层设计袁打造主城人群
野蛙跳冶出城的承接地带袁大力建设中国西部首个野深绿型生态
化城市冶袁努力使璧山紧密融入重庆主城一体化发展遥
早在 2009 年袁璧山党委政府结合璧山野岛形冶地貌特点袁
创新地提出了建设绿岛新区的概念袁 引领璧山生态文明建设
上档提质袁并将其作为实现野融入重庆主城冶战略目标的主要
路径遥 根据构想袁绿岛新区包括整个璧山全境袁根据建设拓展
的阶段袁分三个层次袁即核心区尧中心区尧璧山全境袁首批启动
核心区建设遥同时袁璧山委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完成了
继东莞尧昆山之后的全国第三个县域空间发展规划袁形成了绿
岛新区核心区 22 平方公里的城市总体设计和首期控制性详
细规划方案袁首期地址位于璧山老城区以西袁北临渝蓉高速袁
南至银山路袁西靠茅莱山脉袁规划面积 13.15 平方公里遥
璧山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袁引进野深绿城市冶的概念
并与实际相结合袁从最初简单增加绿地尧改善自然环境的野浅
绿冶袁向全方位尧可持续发展的野深绿冶城市建设迈进遥 野深绿城
市冶的概念源于北欧袁为便于市民理解袁璧山自创了一个浅绿尧
中绿尧深绿的公式遥 野浅绿城市冶是指景区化城市袁加上环境保
护则可称为野中绿城市冶袁再加上低碳生活尧循环经济袁才是可
持续发展的深绿型生态化城市袁即野深绿城市冶袁是生态化城市
的延伸遥

2010 年 3 月袁重庆绿岛新区管理委员会
成立袁2010 年 5 月袁 绿岛新区核心区首个基
础设施工程开工袁 正式拉开了绿岛新区建设
的序幕遥根据相关建设规划袁璧山以率先建设
野中国西部深绿型生态化城市冶 为奋斗目标袁
按照野一年成势尧三年成型尧五年成城冶的建设
速度全力推进绿岛新区核心区建设遥几年来袁
重庆绿岛新区建设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
取向袁依照璧山打造野秀美绿城尧活力水城尧文
化古城冶的整体格局袁大力建设生态尧绿色的
最佳人居环境遥在新区建设过程中袁始终坚持
高起点规划尧高品质设计袁保障项目设计方案
的先进性尧科学性尧合理性和实用性遥
绿岛新区党工委尧 管委会全体干部职工
充分发扬不怕吃苦尧 乐于奉献尧 敢于担当的
野新区精神冶袁秉持野大局尧精品尧多元尧创新尧团
队冶思维袁注重高效能管理尧创新工作举措尧强
化目标管理尧强化服务质量尧强化法制建设等
一系列工作扎实推进袁 不断开创新区建设新
局面遥 为更好地促进建设袁服务发展袁从 2017

年下半年开始袁 绿岛新区管委会决定在工程
项目设计过程中增设设计咨询环节袁 并已委
托重庆市设计院对绿岛新区新建项目从方案
设计尧 初步设计到施工图设计的各个阶段提
供设计咨询服务遥
近年来袁 随着新区建设基础设施日趋完
善袁 璧山区着力引入特色商业袁 拉动主力百
货尧品牌商家尧特色名品落户核心商圈袁打造
璧山新区的购物中心尧餐饮中心尧休闲中心尧
游乐中心袁 全方位辐射居民休闲购物娱乐的
需求遥 力争以商气聚人气袁以人气促商气袁形
成良性循环袁完善新区功能袁使之更倾向于人
性化遥
绿岛新区建设从动工至今袁 核心区建成
面积已扩大到 13 平方公里袁先后完成 4 个片
区共计 25.28 平方公里的控规编制工作袁累
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504.3 亿元遥 2018 年袁新
区将倾力推进六旗乐园尧 御湖新区等知名项
目建设遥

璧南河夜色

成 果 一生之城 乡愁可寄
通过几年的奋斗袁 重庆绿岛新区面貌已
焕然一新袁一座座精致的建筑物拔地而起袁一
片片城市绿地蔚然成型袁 新区内陆续建起规
划展览馆尧公共服务中心尧人民广场尧后勤服
务中心尧文化艺术中心等标志性建筑曰定向经
济适用房尧秀湖公园尧登云公园尧东岳体育公
园尧妇幼保健院尧璧山中学尧璧山区医院尧南门
唐城等相继建成投用曰 众多知名房地产开发
企业入驻新区袁 累计完成房地产开发 310 万
余平方米袁在建约 158 万平方米遥
几年来袁先后建成双星大道尧东林大道尧
黛山大道尧御湖新区环湖路尧茅山路尧泉山路尧
剑山路尧凝山路尧雪山路等城市主尧次干道共
计 25 条 50 余 公 里 袁14 条 主 次 干 道 纵 横 交
错尧串连成网袁形成野外通尧内畅尧互联冶的交通
格局袁另有在建多条公路袁璧山与重庆主城衔
结的轨道交通通车在即袁加上成渝高速尧成渝
高铁尧渝蓉高速尧渝遂高速穿境而过袁发达的
交通网络形成多点融入重庆主城的态势遥 便

捷的交通使璧山成为名副其实的重庆主城西
进第一站袁 促进璧山成为重庆主城人群 野蛙
跳冶出城的首选承接地袁同时使璧山真正融入
重庆主城成为现实袁 人们白天在重庆主城上
班袁晚上可以回到璧山休息遥
在生态文明建设中袁 璧山精心调适发展
与生态的关系袁大力推进绿化工作袁近几年袁
全境以每年新增绿化面积 100 万平方米的速
度推进遥到目前袁绿岛新区城市园林绿化面积
超过 1900 万平方米袁人均公园绿地面积达到
29 平方米袁城市植物品种超过 2800 种袁立体
绿化累计达到 25 万平方米遥
绿岛新区建设项目囊括了从孩子出生到
幼儿园尧小学尧中学尧职教尧就业尧居住尧看病尧
购物袁再到娱乐尧健身尧养老尧殡葬等一生中诸
多重要节点袁所有布局都围绕着野人冶进行袁致
力于建成生态尧绿色尧宜居的野一生之城冶袁让
人产生温馨和谐的归宿感袁 让人们乐意终老
于此袁可谓乡愁可寄遥 驱车驶入新区袁大道两

蓝天碧水相映秀湖公园

旁标语上醒目地写着院野来了袁 就是璧山人冶遥
这袁既体现了璧山人的热情大度袁也显示出绿
岛新区建设成就带给璧山人的满满自信遥
2017 年 12 月袁 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
作委员会年会以野生态文明在行动院迈向绿色
发展新时代冶为主题召开袁为推动美丽中国建
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遥无疑袁重庆绿岛新区正
在迈出坚实有力的步伐袁 璧山的生态宜居优
势将随着重庆绿岛新区建设的深入推进而持
续放大遥
渊皓月 何琴 吴燕/文 绿岛新区管委会/供图冤

荣誉橱窗
●绿岛新区党工委、
管委会于 2012 年 3 月获璧山政府授予“集体三等功”
一次
●璧山规划展览馆方案设计获重庆市规划局远郊区县规划管理规划设计类一等奖
●双星大道一标段、
双星大道二标段、
黛山大道四标段、
绿岛新区路网工程（三期）
第三标段相继获重庆市“市政工程金杯奖”
行政中心 1 号楼、2 号楼相继获“重庆市三峡杯优质结构”工程奖
●璧山规划展览馆、
试点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
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
●璧山陆续荣获重庆首批“海绵城市”
中国生态宜居城市等称号
国家水利风景区、
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示范区、
获世界知名建筑网站奖项的文化艺术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