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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底，渝澳大桥至两路
口南北分流道工程（简称两路口分流
道）正式通车。市民开车从江北往大
坪方向不再需要绕行两路口环道，从
渝澳大桥上清寺端经体育路隧道后
即可抵达长江一路，最少只需两分钟
时间。

2018年，像两路口分流道一样
投用的主城区缓堵保畅工程还有不
少。

2月21日，来自市住房城乡建委
的消息称，去年，我市围绕“功能布局
优化、基础设施建设、公交提能提质、
管理挖潜增效”四大板块，开展了51
项重点工作，完成投资约680.4亿元，
一批缓堵保畅项目的投用，使得市民
出行更加方便快捷。

重庆轨道交通运营里程
位居中西部第一

张先生经常前往两路寸滩保税
港区办事。去年12月28日，轨道交
通环线东北半环和四号线一期开通
试运营，让他欣喜不已。

“以前去保税港区，海尔路上的
拥堵让我头疼不已。四号线一期有
重庆北站北广场、保税港、寸滩等站
点，无论是坐轻轨去保税港区，还是

从保税港区坐轻轨去重庆北站北广
场换乘到其他地方都很方便。”张先
生说。

去年，我市增强轨道交通引领作
用，轨道环线东北半环、四号线一期
共49公里线路开通试运营。截至目
前，重庆轨道交通运营线路共计8条
（段）、运营里程313公里，位居中西
部第一、全国第五（不含有轨电车，前
四位为上海、北京、广州、南京），轨道
交通通达主城九区，覆盖机场、火车
站、长途汽车站等对外交通枢纽和主

城区各大商业中心及大型聚居区。
此外，去年，市住房城乡建委加

快完善城市路网，渝广高速进城通
道、照母山隧道、石马河立交二期、回
兴立交等一批项目通车。

新建公共停车场45个
提供车位8948个

除了轨道交通和城市路网建设
外，慢行系统打造、停车场建设等项
目推进，也让市民出行体验更好。

去年底，重庆古城墙遗址传统

风貌区步道定远门至临江门段完
工。该步道不仅完善了城墙、绿
化、管线整治等基础设施，其最大
亮点就是游客可以通过扫描二维
码获取打卡攻略，通过关注“发现
重庆古城墙”微信公众号实现边走
边听，玩转重庆古城墙。

去年，我市还推进了慢行系统建
设，建成磁器口凤凰山步道等10条、
16公里人行步道，开工建设30座人
行过街天桥与地下通道，完成大学城
28.5公里、茶园片区13.6公里自行车

道建设改造。
改善旅游景点交通设施方面，去

年相关部门完成主城区AAA级及
以上景区指路标志的排查，重点针对
磁器口、长江索道、洪崖洞、李子坝轻
轨站等热门景点，开展景区交通专题
研究。

值得一提的是，我市优化停车设
施供给，去年建成渝中区圣地大厦公
共停车场、九龙坡区政府公共停车场
等45个公共停车场，提供停车泊位
8948个；开工建设龙凤溪、大山村等
一批P+R停车场；完成重庆市智慧停
车管理系统（市级智慧停车政府共享
平台）建设，开发上线“重庆好停车”微
信公众号和App。

龙洲湾隧道寸滩大桥
南引道今年建成

城市缓堵保畅非一朝一夕之功。
去年，我市一批缓堵保畅项目建

成投用，今年主城区的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将有哪些亮点？

市住房城乡建委人士透露，
今年，我市将继续坚持以轨道交
通引领城市发展格局，全面提升
公共交通服务水平，加快完善城

市慢行系统，着力打造智慧交通
拥堵治理体系；倡导“公共交通+
慢行”为核心的绿色出行方式，缓
解城市交通拥堵，进一步实现交
通“三大转变”，即：交通发展由
单一扩大供给向供需双侧调节转
变，机动化出行由私人小汽车向
公共交通转变，交通管理由保障
型向智能型转变。

今年，市住房城乡建委将加快
417公里次支路网、51公里未贯通道
路建设；加快建设曾家岩、红岩村等
7座跨江大桥以及龙兴、土主等3座
大型隧道，建成投用龙洲湾隧道、寸
滩大桥南引道等项目；投用一批“P+
R”停车场，新建并提档升级沧白路、
腾黄路等30座人行过街设施等等。

比如龙洲湾隧道，最快有望今年
6月试运行。该隧道将打通环樵坪
山区域与龙洲湾滨江片区的交通大
动脉，龙洲湾、界石、南彭和公路物流
港也将连成一片，市民从江津珞璜开
车到南岸区茶园可比现在用时缩短
一半，从巴南区鱼洞开车到茶园仅需
15分钟。

今年，主城区还计划开工大学城
复线隧道等一批重点建设项目。比
如大学城复线隧道项目西起于坪山
大道与渝遂高速相交的西山立交，向
东延伸穿越中梁山，止于内环红槽房
立交，2022年竣工后，将缓解沿线交
通压力，市民往返大学城、西部新城
也将更加顺畅。

去年我市开展了51项重点工作，完成投资约680.4亿元

一批缓堵保畅项目投用 市民出行更方便快捷
本报记者 廖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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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项目分类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为进一

步深化科技领域“放管服”改革，给广
大科研人员松绑减负，新修订的《重庆
市科研项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近日发布。

该《办法》从调整项目设置、改革
经费配置、完善项目生成、优化项目评
审、规范申报与结题管理、强化综合监
管6个方面优化了科研项目管理，提升
科研绩效。

专设项目鼓励颠覆式创新

市科技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办
法》修订的重点内容之一，是调整了项
目设置，将科研项目分为基础研究与
前沿探索专项（自然科学基金）、技术
预见与制度创新专项、技术创新与应
用发展专项三个类别，再对每类专项
进行了项目细分与调整。

比如，基础研究与前沿探索专项
明确设置了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创

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5种项目，各
有侧重。

以面上基金项目为例，就是重点支持
40岁以下青年科研人员开展基础科学研
究，为鼓励颠覆式创新，还专门设置了先
锋科学基金项目。

单项最高资助达500万元

科研经费配置是科研人员比较关
心的问题之一。新《办法》优化了项目
科研经费资源配置。财政科研经费资
助强度最低为10万元/项，最高达到
500万元/项。

“目前，我们已经启动2019年重
庆市技术创新与应用发展专项重大
主题专项申报，围绕人工智能、云计
算与大数据、集成电路、智能机器人、
5G 通信、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汽
车、通用航空8个领域布局一批技术
创新与应用发展专项重点项目。”科
技局相关负责人称，每个重大主题专
项资助重点项目将不超过 20项，每
个重点项目按照不超过项目研发总

投入20％的比例予以资助。按照《办
法》规定，最高资助强度就可达到
500万元。

申请项目有了更大自主权

科研项目如何申报？
市科技局将根据全市重大战略部

署、中长期科技创新规划和年度科技
工作重点，编制项目指南并定期统一
发布，科研人员可根据项目指南进行
申报。

和过去不同的是，现在的项目指
南大多是方向指引，具体项目选择、技
术路径选择、经费支配、成果权益处置
等权利都由项目单位和科研人员自行
确定，给予更大的自主权。

不过，项目负责人申请项目和主
持在研项目不能超过1项，项目参与人
参与申请项目和在研项目不能超过2
项。另外，如果项目单位或个人存在
逾期一年以上未结题项目的，或者存
在严重不良科研诚信记录的，将限制
再申报各类项目。

新修订的《重庆市科研项目管理办法》近日发布

“6项优化”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

“仅以设立先锋科学基金项目为
例，其本身就是一项创新。”中国科学院
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刘双
翼说。

此次《办法》的修订，对基础研究
与前沿探索专项做了较大调整，除了
体现出对人才的重视，在自然科学基

金面上项目中专门设置先锋科学基
金项目，支持科研人员挑战传统科学
范式，开展创新性强、风险性高、实现
难度大，具有不确定性和颠覆性的新
理论、新方法和新技术的原创研究和
探索研究，对科研人员来说无疑是巨
大鼓舞。

“颠覆式创新往往是超出了常规理
论和技术支持的范围，该类研究申请资
助时往往会受到较大的阻力和质疑。”
刘双翼认为，这一项目的设立，将进一
步引导和帮助一些科研人员迈开步子，
进行大胆的科学尝试，不断提升基础研
究的实力。

“设立先锋科学基金项目，本身就是一项创新”
本报记者 张亦筑

1、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含先锋科学基金项目）
主要瞄准科技前沿，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前沿关键
科学技术问题，支持科研人员开展原始创新和自由探索。
重点支持40岁以下青年科研人员开展基础科学研究。
资助强度：10万元/项
实施周期：不超过3年
2、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支持在站博士后科研人员自主开展探索性、原创性研究，
或者在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基础上开展延续和深化研究。
资助强度：10万元/项（同一申请人只能获得1次资助）
实施周期：不超过2年。
3、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支持在基础研究领域已取得突出成绩的40岁以下青年学
者，立足科学前沿，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
资助强度：50万元/项
实施周期：不超过3年
4、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支持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科研人员联合围绕关键科
学技术问题开展具有颠覆性的重大原创性研究和系统、深
入的应用基础研究，着力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
创成果重大突破。
资助强度：80万元/项
实施周期：不超过3年
5、创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
聚焦重大原创性、交叉学科创新等研究，培养和造就某一
领域内创新能力强，在国际独树一帜、在国内绝对领先的
研究人才与群体。
资助强度：不超过200万元/项
实施周期：不超过4年

1、面上项目
主要针对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开展
技术预见和管理创新研究。
资助强度：10万元
实施周期：一般不超过半年
2、重点项目
主要聚焦科技发展战略和深化改革重
大问题，以及具有基础优势和科研特色
的科技智库实施的研究项目。
资助强度：20万元
实施周期：不超过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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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预见与
制度创新专项

技术创新
与应用发展专项

1 基础研究与前沿探索专项
（自然科学基金）

（上接1版）
单纯在种地上想法子求增收，确

实比较困难。距离邻封村不远，长寿
区龙河镇也打定主意，要走农旅结合
的路子。

“从农民新村秀才湾开车，10分
钟到高速路口，5分钟到高铁站。只
知道种地，那不是捧着金饭碗要饭
吗？”龙河镇党委书记邹翔名说，“只
种地，留不住人，也挣不了钱。靠居
住环境留住人才、靠文旅产业带来就
业，这是我们的思路，也是我们的出
路。”

在秀才湾，有依山傍水的好风
光，当地的算盘是先整治乡村环境风
貌，再着手建设特色民宿。通过农旅
融合，挖掘乡村文化的吸引力，留住
外地的客人，也推动当地老百姓的收
入再上一个台阶。龙河镇、双龙镇范
围内80平方公里土地，都被划入名
为“长寿慢城”的项目。

先期建成的农民新村，已经吸引
了一批农户回村定居。14个自然村
的风貌改造正在进行，民宿打造还没
正式“上线”，已经有不少城里人自发
来这里，想看看这片不一样的农村

“别墅区”。
“这在城里也是别墅小区了吧？

1500元一平方米，仅供本地农户购
买。”在城里做了30多年小生意的杨
学文说，他听到消息就赶紧下手。“还
配了2分菜地呢。以后，我就在这里
养老享清福了。”他说，这样的农村，
谁都想来。

农旅结合的产业规划，对乡村环
境要求不低，这也激发了不少地方改
善人居环境的动力。目前，重庆绿色
示范村庄达到368个，农村美丽院落
评比评出近2万个，其中大多数都走
上了农旅结合的路子。从重庆全市
来看，农村环境得到了有效改善。农
村生活垃圾有效治理率达到93%，养
殖场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达到
72.6%。仅在2018年，重庆新增涉农
投资项目272个，规模达750亿元。

农业企业做起了旅游
的“兼职”

一斤大米 10 元钱，算是高价
了。在长寿区，清迈农业公司的米就
能卖到这个价，还常年供不应求。

“种植园常年开放，种地过程都
看得见，大家信得过。大米获评‘绿
色食品’，大家也都认可。”工作人员
李宁介绍，在长寿区云台镇八字村，

“清迈良园”农业产业园本是个单纯
的粮油种植基地。“土地平整后，土成
型、田成方、路成网、渠配套。好多人
来围观现代化的种植园。”李宁说，后
来，园子里又布局了水产养殖、田园
观光及农耕文化体验、四季果园和农
产品展销中心等农旅融合产业。

“农旅结合，一方面增加了收
入。同时，游客全年全程都能观摩我
们的农业生产过程，也提升了市场对
我们产品的认可度。”李宁说，“3年
投入近1亿元，纯利润只有100万元
左右。要只卖农产品，那就是亏本
了。”

投入大、风险高、周期长、见效
慢，农业的特点，给了不少返乡创业
的企业主当头一棒。农旅结合，成为
他们增加收益、降低风险的较好选
择。

位于长寿区龙河镇明星村的老
陈菜生态农庄，最近也打起了这个主
意。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这么大一
个农庄，主要作用是给自己城里的餐
厅提供食材。”农庄负责人陈舰崑介

绍说，现在实施乡村振兴，机遇来
了。他们打算进一步加大投资，打造
一个渔业为主导的乡村综合体，城里
游客能吃、能种、能玩、能看。

“我们打‘乡情牌’‘乡愁牌’，鼓
励引导了一大批企业家和农民工返
乡创业，带动了农村产业的发展。
比如清迈良园，提供了120个固定
岗位，还带动发展了周边40家养殖
大户。”长寿区农业农村委主任黄广
荣说，“企业主回报家乡的拳拳之心
值得肯定，但是企业是要盈利、要发
展的。以前，许多农业企业找不到
出路，靠老板在城里的工业或者其
他产业反哺。这不可持续，也无法
推广。农旅结合确实是一条不错的
出路。”

“目前，农业企业的思路逐渐开
始转变，以前大多数都是出于回报家
乡的目的，回来流转一大片地，随便
种点啥，发展好的不多。现在，看到
政策和市场的利好，很多企业明确了
自己的‘事业蓝海’，追加了投资，开
始做一二三产的融合发展。”重庆市
农业农村委主任路伟说。

避免“千村一面”，政策仍
待继续突破

2018年初，重庆市将乡村振兴
和城市提升作为全市全局工作的两
大基本面，确定了6个乡村振兴综合
试验示范区，长寿区名列其中。

“我们的规划是一年治水、两年治
坡、三年治窝。走好农旅结合的路
子。”黄广荣说，长寿区已经完成189个
村规划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
实施方案的编制，投入7.3个亿对49
个村庄实施亮化美化。“现在乡村规划
和人居环境改造，也归我们负责。要
走农旅结合的路，新农村建设更不能
变成建小区，要避免‘千村一面’。”

“农旅结合，政策仍待继续突破，
建议继续在‘放活’上下功夫。”黄广荣
说，比如农村的宅基地，不妨给一些试
点政策。特别是城市周边的，如果能
由合作社统一管理，同时引进适合的
业主运营，建立乡村度假小屋和民宿，
更吸引城里人来农村体验农事，村里
人的收入也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目前，许多农村地区为了发展农
旅结合，都引进了大企业来运作。也
有人担心，农民会不会无法获得收

益，反而成了局外人？
“三变”改革，或许能给这个问题

一个答案。2018年初，重庆在全市
38个涉农区县分别选择1个村开展
试点，通过市场化运作方式，深入开
展农村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
民变股东的改革。

“每家每户，现在可能增加的分
红收入不过几百块钱。钱不多，但积
极作用不容小看。这是一个农民增
收的长效机制。”路伟介绍说，一方
面，通过改革盘活了集体林地、草地、
水域、四荒地9027亩，闲置撂荒的土
地 2 万余亩，闲置农房等资产 535
套，集体经营性资产4965万元，7万
农民当上股东。同时，38个村都培
育出了主导产业，粮经作物比从7∶3
变为3∶7，呈现出一二三产融合发展
的良好态势。

“未来，农旅结合的效果不断显
现，也将会通过‘三变’体现在农民的
收入上。”路伟说。

虽还不是农忙季节，但在邻封
村、在秀才湾，在家歇着的人却不多。
田间地头上，大家干劲都挺足。郑友
谊笃定地说，“今年，会是个好年呢！”

（原载 2019 年 2 月 21 日《人民
日报》10版）

农旅结合，拓展增收新空间

制图/李梦妮

1、面上项目
主要面向行业产业发展需求和社会公
益需求开展技术研发与应用，突出方向
引领，侧重面上培育和布局。
资助强度：10万元/项或20万元/项
实施周期：不超过2年
2、重点项目
主要聚焦重点行业产业领域关键核心技
术瓶颈问题和重大社会公益需求，开展产
学研协同创新，强化技术集成和规模化应
用，突出新技术、新工艺（方法）、新产品在
行业产业发展中的支撑引领作用。
资助强度：50万元至500万元/项
实施周期：不超过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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