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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提案组收到

大会提案1660件

城建城管类

563件

教文卫体类

386件

社会法制类

256件

从提案内容分

委员提案中，排列
前10位的关键词

教育 人才 文化 旅游

乡村振兴 轨道交通

民营经济 养老 大数据 生态

“相对于投资大、耗时长的城
市全面改造，微改造是城市‘抗衰
老、增颜值’的一种良性更新模
式。”重庆社科院城市发展研究所
副所长、重庆城市提升战略研究
中心主任彭劲松研究员说。

彭劲松表示，城市更新主要
包括全面改造和微改造两种方
式。微改造通过局部拆建、功能
置换、保留修缮、环境活化靓化等
方式来达到更新的目的，具有投
资小、见效快、包容性强等特点。
重庆作为传统老工业基地，城市
更新量多面广，改造任务重、改造

难度大、改造要求高。需要结合
正在实施的城市品质提升行动计
划，因地制宜、综合施策，推进城
市微改造。

近日，我市用城市“边角地
块”打造的30个社区体育文化公
园交付使用。在杨斌和彭劲松看
来，这就是我市在城市微改造方
面的一次有益探索。

彭劲松建议，在推进城市微
改造的过程中，要注重城市文化
保护与活化，延续巴渝历史文
脉，将城市的“根”留住。要树立
绿色生态城市发展理念，构建、

改造、提升城市生活—生产循环
系统，提升城市的承载力、抗压
力。要及时对城市重点区域、门
户地区、窗口部位等实施针对
性、高水平的城市微改造，做靓
城市的“脸”和“面”。要建立城
市微改造的长效机制，引导全社
会共同参与。

杨斌表示，城市品质提升
考验着政府、设计、市民、工匠
等多个方面，需要大家不急不
躁、平心静气，一步一个脚印，
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共同把城
市打造好。

把“根”留住 延续历史 保护文化

洪崖洞因其吊脚楼造型，成
为重庆主城区的一个显著地标，
让人印象深刻。

“其实洪崖洞还可以增加一
些吊脚楼造型。”在今年的全市两
会上，市人大代表、市侨联副主席
邓明鉴提交了《关于在洪崖洞在
建人行步道山崖空置处增设吊脚
楼建筑造型》的建议。

邓明鉴说，吊脚楼具有鲜明
的地方民族特色，优雅的“丝檐”
和宽绰的“走栏”，可谓巴渝文化

的活化石。其在洪崖洞景区调研
时了解到，洪崖洞景区嘉滨路入
口至嘉华大厦之间，临江面有一
块大面积裸露山崖，高约70米，
长约220米，立体看面约1.5万平
方米。目前，渝中区正在裸露的
山崖上，新建一条从嘉滨路通往
重医附二院的人行步道。

邓明鉴建议，应利用好步道
旁的山崖立面空间，建一些与洪
崖洞景区建筑风格相呼应的吊脚
楼造型，点缀和美化裸露山崖。

可对洪崖洞在建山体人行步道设
计方案进行优化完善，科学和巧
妙地利用地形地貌，依托正在修
建的人行步道旁山崖空置处，建
设吊脚楼建筑造型，与洪崖洞吊
脚楼建筑风格有机融为一体。同
时，在建筑造型上配置与洪崖洞
色调一致的景观灯饰。

“有了这个小小的改变，效果
将大大不同。”邓明鉴说，增加新
元素后，洪崖洞景区将进一步展
现山城特色，增添魅力。

山城特色 加新元素 添新魅力

“立体是重庆的城市特色，景
观打造大有文章可做。”市人大代
表、重庆市设计院副总工程师杨斌
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启动“两江
四岸”示范段建设，这对重庆打造
立体城市特色景观是个很好的探
索。

杨斌表示，经过一段时期的快速
发展，我国大部分城市建设推进迅
猛，城市的外观变得漂亮大气，但人
的居住体验还不够好，人文情怀还有

待提升，此时，就迫切需要开展修补、
修复工作。

“不论是旧城改造还是新区建
设，都需要充分践行以人为本的发
展思路。”在杨斌看来，城市景观建
设不一定就意味着高投入，“花钱不
多，成效不小的小尺度打造，能够让
人在城市的体验感受更佳，让城市
人文情怀充分展现，让城市品质稳
步提升。”

城市景观打造中的人文情怀如

何体现？杨斌表示，把城市像家一样
打造，提升城市舒适度，是一个探索
方向。“我们每个人都尽力把自己的
家营造得温馨舒适，城市建设也应该
一样，政府在提升城市品质过程中，
首要的是确保安全干净，其次是打造
便利的设施。”

“城市景观微改造理念也应如
此。”杨斌说，好的城市景观不一定意
味着高投入，而是真正被人所需，为
人服务的东西。

人文情怀 以人为本 为人服务

1月30日上午，天空细雨蒙蒙。江
北区五简路，重庆咨询大厦旁的一个小
公园内，几位市民带着小孩冒雨游玩。

“以前这里是个边角地，现在变成
了公园，让大家多了一个玩耍的地方，
太好了！”家住附近五江花园小区的王
女士说。

重庆日报记者看到，公园内种有槐
树、广玉兰、桂花、樱花、红梅等20多种
花木。园内的健身器材，吸引了不少市
民前来锻炼。特别是一个刚学走路的
幼童，望着脚下彩色的路面，“咿呀”叫
个不停，露出兴奋的表情。

江北区园林绿化所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块地大约有4000平方米。以前

是个边角地，一些不文明的市民不时
往这里扔垃圾，久而久之就成了一个
垃圾堆。后来，江北区将此地块进行
平整，使之成为临时苗圃，并加上了围
墙，但没有景观效果，仅作功能性使
用。去年10月，江北区在推进大城细
管过程中，为改善城市环境，同时解决
周围小区居民没有公园的问题，在此
启动了公园建设，并于今年元旦正式
开园。

该公园竣工后，这里的面貌焕然一
新。每逢晴天，公园便成为周边珠江太
阳城、馨悦苑、金桥北岸等小区居民的

“打卡”点。
在渝中区上清寺中山四路，又是另

外一种景象。1月30日下午，记者在这
条长约千米的人行道上看到，电线箱侧
面均用彩绘绘上了尊老爱幼等不同主
题的图画，以及洪崖洞、解放碑等城市
地标，让这条有着深厚历史底蕴的老
街，散发出清新的文艺气息。

上清寺街道有关负责人表示，在
城市管理中，他们发现这条街的墙面
耐看度不够，各类市政设施生、冷、硬，
于是他们就想了一些“小”办法，比如
在临街墙面栽种当季鲜花“增花添
香”，利用市政设施进行文艺创作“增
文添雅”等，对城市面貌提升起到了

“四两拨千斤”的效果，受到广大市民
热捧。

街头即景 用“小”办法 美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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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幸）1月30
日，市政协委员、重庆医科大学附属
第二医院内分泌与代谢科主任刘东
方建议，在全市独立设置120调度指
挥中心，以便及时抢救病人。

刘东方经过调研发现，全市共计
33个调度指挥中心：即主城8区（不
含北碚区）和两江新区共用一个120
调度指挥中心（重庆市120调度指挥
中心）；垫江拥有两个，其余各区县各
有1个。

刘东方介绍，全市60%以上的

调度指挥中心无信息化调度平台，还
一直运用普通座机电话，手工记录信
息和调度，大大延长了调度的反应时
间。

“另外，全市各院前急救调度中
心无法对辖区内所有急救资源进行
调派，甚至有的区县只能调度本院。”
为此，她建议，主城8区和两江新区
独立设置成重庆市120调度指挥中
心，直接归属市卫生健康委管理，接
到电话后，直接分配就近医护人员出
警急救，送入就近医院急诊部。

市政协委员刘东方建议——

全市独立设置120调度指挥中心

热点聚焦

● 去年以来，我市下
大力气加强城市管理，提升
城市品质，城市面貌发生可
喜变化。在这过程中，有关
区县和部门，因地制宜，小
投入进行城市景观微改造，
带来环境大改观，受到市民
称赞。

在今年的全市两会上，
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和
专家学者，也就城市景观微
改造提出意见建议。 ◀1月18日，我市首批边角地修建的社区体

育文化公园交付使用。市民在位于李家坪立交
旁的大水井社区体育文化公园休闲玩耍。（本报
资料图片） 记者 罗斌 摄

两会 声音

城市景观微改造 生活环境大变样
本报记者 陈国栋 颜若雯

本报讯 （记者 戴娟）1月
30 日，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闭
幕。重庆日报记者从大会提案组
获悉，本次会议截至1月30日上
午 10点，共收到大会提案1660
件。

从提案内容分，经济科技类
455件、城建城管类563件、教文
卫体类 386件、社会法制类 256
件。

记者梳理提案目录关键词发
现，委员提案中，排列前10位的
关键词是教育、人才、文化、旅游、
乡村振兴、轨道交通、民营经济、
养老、大数据、生态。同时，扶贫、
污染防治、城市品质、学前教育也
是委员们关注的热点问题。

教育问题备受委员们关注，
涉及教育的有60条提案，从学前
教育、义务阶段教育，到关注新高
考，再到成人教育，委员们针对问
题建言献策。其中仅学前教育就
有9件提案，民革重庆市委提案呼
吁，加快制定《重庆市学前教育条
例》；蒋建委员呼吁，加快增编招
聘学前教育教师。

重庆要发展，人才是关键。
委员提案中，涉及人才的有 36
条，包括加快我市民营企业高技
术技能人才引进、加快培育产业
高层次人才推动我市经济发展转
型升级、落实惠台政策积极引进
台湾人才等。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同时也

是城市保持永久魅力的重要因
素。委员提案中，涉及文化关键
词的有36件，关注重庆旅游的有
29件。提案呼吁加大文旅融合。

乡村振兴和扶贫内容相互交
叉，但涉及扶贫的提案与去年40
件相比，减少到15件，乡村振兴
则有29件。围绕乡村振兴，民盟
重庆市委提出，大力发展丘陵山
区农机化，助推我市乡村振兴发
展；农工党重庆市委提出，落实乡
村振兴战略行动计划加快我市美
丽乡村建设。扶贫进入新阶段，
委员们更关注精准性和长效机制
建立的问题。例如李倩影委员提
出，强化社会救助与精准扶贫有
效衔接，着力提高扶贫工作实效；
市政协九三学社界别委员提出，
进一步推进我市农村电商的精准
扶贫；九三学社重庆市委集体提
案提出，加强非集中连片贫困地
区精准扶贫。

经济社会发展，离不开交通
建设。轨道交通因为其大运量、
便捷性成为城市发展必不可少的
基础设施。今年，轨道交通的建
设和管理成为各地各界别委员关
注的热词。台盟重庆市委政协委
员提出，延长我市部分轨道交通
线路运营时间；吴波委员建议，践
行“轨道交通引领城市发展格局”
理念，构建以轨道交通车站为中
心的“一日生活圈”；梁云委员建
议，加强轨道交通环线与公交同

步接驳。
与此同时，涉及民营经济、养

老和大数据方面的提案，与去年
相比，也明显提升。其中，民营经
济类提案有23件，包括如何增添
民营经济活力、进一步优化营商
环境、加强司法保障和加快建立
重庆市民营经济发展统计监测指
标体系等。涉及养老的提案有23
件，包括建立互助养老计划，积极
推广时间银行，助推养老事业持
续健康发展；加快推进我市养老
护理人才队伍建设；健全失独家
庭老人养老帮扶机制以及推进医
养结合等方面。

与我市启动“工业跃升”工程
相关的“大数据智能化”，也是委
员们关注的重点，其中包含“大数
据”的提案有 23件，包括“智能
化”的有22件。

提升城市品质，加大生态治
理和污染防治同样是委员们关注
的话题。其中，涉及生态的提案
有22件，涉及污染防治的提案有
12件，涉及城市品质提升的有8
件。

大会提案组负责人表示，提
交提案是委员履职的重要形式
和内容，与以往相比，集体提案
增加，委员参与面更广，今年精
品提案数量提升，比较集中地反
映了当前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
热点难点问题，以及群众关注的
焦点。

市政协五届二次会议收到提案1660件

“大数据”告诉你，今年提案关注啥？

▲渝中区中山四路配电箱上的旅游宣
传画。 记者 陈国栋 摄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月
30日，市政协委员、重庆机场集团有
限公司监事会主席黄伟建议，重庆应
推进产学研合作，创办高质量航空专
业智库，并积极出台配套支持措施，
吸引、培育航空人才。

目前，重庆地区拥有航空类相关
专业的高校共9家，其中，开设硕士
专业的仅有重庆大学，开设本科专业
的院校仅有2所。与此同时，各院校
专业同质化严重，办学力量相对分
散，专业设置也比较陈旧。

黄伟建议，首先应加快重庆航空
人才培养和专业智库的建设，可依托

重庆大学（航空航天学院）和重庆交
通大学（重庆航空学院）的资源、力
量，加大硕士及以上高层次人才的培
养力度；在技能实操类人才的培养
上，可整合市内各高职院校相关专
业，集中优质资源，打造航空物流、无
人机驾驶、机务及电子设备维修等专
业，提升职业技能教育的品质。

此外，还可联合重庆机场集团博
士后工作站、重庆交通大学、中国民航
大学等机构，组建重庆航空产业研究
院，建设高质量航空专业智库，开展以
实践为导向的科研、教学，促进航空业

“产学研用”一体化的协同创新。

市政协委员黄伟建议——

加大高素质航空专业人才培养

经济科技类

455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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