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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

教育、卫生、文化、就业、养老等社会事业，是人
民美好生活的保障。5年来，渝北在深化文明城区建
设中，这些社会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预计“十三五”末，渝北城镇将新增就业34万人，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左右的较低水平。在保
障就业中，渝北率先在全市打造“一站式”服务平台

“渝北就业创业汇”，成功创建303个区级、12个市
级、2个国家级充分就业村（社区）。通过开发公益性
岗位、强化精准帮扶等措施，促进了2.5万名就业困
难人员、1055名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离校未就业高
校毕业生年底就业率均在95%以上，退捕渔民转产
就业率达到100%，零就业家庭保持动态为零。

在就业保障中，渝北紧贴实体经济发展模式，开
设“经果林栽培”等11个特色工种，并大力推进人工
智能训练师等新职业培训，全区职业技能培训累计
达10.3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达5.14万人；同时，通
过发放创业贷款3.32亿元，创建市级创业孵化基地
14个，孵化企业2800余户，带动就业3.52万余人。

“我们刚搬到这里来居住时，担心孩子没有地方上
学。”家住渝北区仙桃数据谷旁的一位居民说，没想到这
两年周边的幼儿园、小学、中学等就配套建了起来。

近几年里，重庆八中、数据谷中学、渝北中学二
期工程、空港新城人和街小学、渝北巴蜀小学……一
座座优质学校建了起来。几年间，全区就新增学位6
万个。

这5年，渝北一直把教育作为财政的第一投入。在
“十三五”时期，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超过29亿元，有效
地改善了教育基础设施，促进了全区教育均衡发展。

今年上半年，渝北市民张女士出现进行性消瘦、
右侧腹疼痛伴稀便等症状，在市内某三甲医院被诊
断为结肠癌恶性肿瘤晚期，从此她往返于距离家几
十公里的市内三甲医院进行化疗。在听说渝北区人
民医院常年有重医附一院专家坐诊后，她决定转院
至区人民医院进行治疗。今年5月，张女士在该院进
行了肠系膜上动脉造影及栓塞手术，手术过程顺利，
不久顺利出院。

“现在，区内结肠癌患者在家附近就能享受到跟
三甲医院一样的医疗技术服务。”渝北区卫健委相关
负责人说。

“十三五”时期，渝北的医疗卫生事业实现了量
质齐升。

5年来，全区医疗机构从598家增至866家，每千
人床位数从5.36张上升至5.76张，每千人医师数从
2.67人上升至2.97人，每千人护士数从3.41人上升
至3.62人。孕产妇、婴儿死亡率分别下降至9.1/10
万、1.8‰，人均期望寿命提高至77.96岁，居民健康素
养水平升至23.28%。

在医疗基础设施建设上，不仅新区人民医院全
面投用，新区中医院主体工程完工，部分设施设备已
安装调试完成，还新建了区精神卫生中心和茨竹、古
路精神病区，建成投用悦来老年康养中心。启动了
妇幼保健院迁建、区二院扩建、区第四人民医院新建

的前期工作。
在区级医疗卫生机构提质发展的同时，基层卫

生设施也得到完善。
回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前只有800多平方米，

现在经过改造，建筑面积已达5300平方米，并设置功
能科室13个，医护人员增至118人，承担起了辖区20
余万常住人口的基本医疗保障任务。

“十三五”时期，渝北新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5
个、村卫生室11个。并投入6.6亿元用于医疗设施设
备采购，建成区域卫生信息平台和中医馆健康信息
平台，完成远程心电、远程会诊、区域影像中心建设，
并成功引入重医附三院等一批优质民营医院，形成
多元化办医格局。

让老百姓在家门口享受到文化服务，成为渝北
深化文明城区建设的重头戏。

渝北先后投资1.3亿元建成了均为国家一级馆

的区文化馆、图书馆；同时，建成开放了碧津美术馆、
渝北历史文化陈列馆，并打造“重庆名人文献馆”“状
元书房”等特色人文阅读空间。

“15分钟文化圈”，是渝北提供给老百姓的文化福
利。5年来，渝北建成24小时免费开放图书馆9个、有
声图书馆23个、便民阅读点100个，并在全区建起45
个文图分馆。同时，对18个镇街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
进行提档升级，打造乡村文化振兴示范点7个、22个村
（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示范点、26个文化驿站，
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建成率达100%。

同时，渝北的养老服务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
变。

“服务站工作人员对我的康复服务精心体贴，让
我享受到了晚年的幸福。”91岁的顾宝庆老人说，他
在渝北空港佳园社区养老服务站里得到了优良的服
务。

渝北空港佳园社区养老服务站内设有服务接
待、文化教育、托养护理、健康管理等八大服务功能
区12个服务区（室），以慢病管理与康复服务体系为
核心，提供居家慢病康复指导等特色服务。像这样
以慢病康复为特色的社区养老服务站，在全市首屈
一指，引领了社区居家养老服务发展的新潮。

“十三五”时期，渝北区举办首届养老产业招商
推介暨产业发展研讨会，强力推进社区居家养老服
务全覆盖工程，建成镇街养老服务中心13个、社区养
老服务站142个、村级互助养老点61个、老年助餐点
9个，实现了城区街道社区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同
时创新“中心带站”联建联营模式，由镇街级养老服
务中心联合运营辖区内社区养老服务站，实现社区
养老服务设施的集约化、连锁化运营。

此外，渝北区还获得全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
改革试点十佳城市奖励，并在“互联网+”养老服务、
农村互助养老、医养深度融合、人才培养等方面探索
出行之有效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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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城区引领 民生实事夯基

渝北 美好生活触手可及

“即将过去的‘十三

五’，对于我们普通的市民

生活来说，就是一个字：

美。”家住渝北区宝圣东路

501号的李小敏说，“因为

文明城区的持续提升，让

我们的生活环境真正体现

了文明、和谐、美好。”

“十三五”时期，渝北

围绕为老百姓创造美好生

活，以深化文明城区建设

为引领，扎实办好老百姓

迫切需求的民生实事来夯

实美好生活的基础。

渝北于 2008 年在全

市率先创建成功全国文明

城区后，在“十三五”时期，

以持续深化全国文明城区

的内涵为主线，全面加强

与老百姓美好生活息息相

关的交通出行、住房保障、

宜居环境、教育文化卫生

体育、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和饮水安全等建设，为渝

北人创造出美好生活的基

础条件和环境。

“十三五”时期，渝北

在尽力办好民生实事的同

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融入了老百姓的生活，

共创建各类文明单位700

多个，培育出杨雪峰、谢彬

蓉等各类先进典型560余

名，使文明有礼、崇德向善

在渝北蔚然成风；广大群

众也积极参与到美好生活

的创建中，全区注册志愿

者达26.2万人，成为“全国

志愿之城”试点城市，形成

“人人是文明形象”的生动

局面。

文明，为渝北人的美

好生活增添了亮色；民生，

为渝北人的美好生活夯实

了基础。

“是政府给了我们老两口
‘一双脚’。”家住渝北翠湖路
267号2单元9-1、已76岁的
何占寿老人说，“现在，我们老
两口每天都要到楼下去散步，
活动活动筋骨。”

何占寿与76岁的老伴儿
章蓉娜住在这幢老房子9楼。
何大爷心脏不好，章老太腿脚
不便，导致上下 9 楼非常困
难。因而，以前老两口常坐在
窗子前，眼巴巴地望着楼下邻
居们散步活动，盼望着有一天
自己也能随时下楼活动。

没想到老两口的这一愿望
在区里进行的老旧房屋增装电
梯这一民生实事中得到了实
现。

一年前，由政府补贴，居民
也自筹一部分，在这幢旧楼里
新安装了电梯。当电梯安装好
的第一天，老两口就相互搀扶
着，坐着电梯下楼来，在坝子散
步活动。

“如今，我们老两口有了政
府给的这‘一双脚’后，再也不
愁上下楼了。”何占寿说，每天，
和老伴一起出去买菜、逛街、散
步，这身子骨也好多了。

文明出行，是美好生活中最重要
的元素之一。

家住渝北松鹤路附近的市民陈
能军每天都要开车经过这条路，过去
他每次经过附近路段都会抱怨堵
车。如今，对松鹤路建成后的方便快
捷却伸出了大拇指。

松鹤路位于黄桷坪组团，由南向
北，起点与服装城大道平交，终点为
黄桷坪体育公园正大门，全长约3340
米。在渝北区实施的交通缓堵项目
中，松鹤路这一断头路被打通，并构
建回兴片区疏散性次干道，与双湖路
共同形成服装城大道—宝桐路分流
的平行通道，从而有效地缓解了回兴
立交、服装城大道交通压力。

目前，断头路一期3000米的工程
已完工，二期已建成道路约长度340
米，并配套进行了边坡治理、排水、电
力管沟、路灯等。

据渝北区住建委负责人介绍，在
完善文明出行基础设施中，5年来，全
区已累计实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
目251个，完成投资770亿元，建成区
道路里程从2016年的696公里增加
至776公里；春华大道、秋成大道、金
山大道北延伸段、机南线东延伸段、
双凤桥立交二期、机场快速联络道、
新南立交等11条城市主干道及5座
城市立交建成通车；并打通了中华置
地纵二线、松鹤路、东湖一支路（二
期）等73条断头路；轨道3号线北延
伸段、10号线一期、5号线一期、4号
线一期、环线也建成通车，区内轨道
通车里程达76.71公里。

在道路建设的同时，渝北还加

快了停车库、人行天桥等城市交通
配套工程的建设。据介绍，5年来，
已累计建成投用双兰地下停车库、
中央公园东侧停车场等公共停车场
40个，新增停车位7172个，有效缓
解了市民停车难问题；建成投用柏
树堡SM广场人行天桥、黄桷坪公园
人行天桥、兰馨大道盛景天下天桥、
全民健身中心一期和二期人行步
道、兰桂大道人行步道等15座人行
过街设施和 7条人行步道，极大方
便了市民的出行。

在畅通出行通道上，5年来，渝北
新建铁路枢纽东环线86公里；新建三
环、南两、渝长扩能渝广高速公路61.5
公里；建成南北大道一期、南北大道
二期、两江大道北延伸段一级公路
35.2公里；实施骨架路改造项目426
公里；完成“四好农村路”建设2184公
里，全区普通公路里程由2016年初的
2351公里增加至3490公里。

在加强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同
时，渝北还强化了交通管理的规范化
建设。近年来，渝北共优化交通信号
灯842处、完善道路标志标牌901处；
优化城市交通组织，采用单向交通组
织、潮汐车道、公交专用道等措施，缓
解交通拥堵；投入资金6500余万元，
建设完成中心智能交通集成管控平
台，共设置交通诱导提示牌40块、固
定停车场升级12个，构建60个嵌入
式一级诱导屏、45个全彩室外二级诱
导大屏、20个全彩路边诱导三级屏的
三级诱导系统，并实时发布交通管
制、恶劣天气等出行提示信息，方便
群众畅通出行。

城乡生态、生活环境是城乡居民
对美好生活的迫切需求。5年来，渝
北通过不断地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农
村人居环境，给城乡居民带来了满满
的幸福感。

“如今，这场镇已从过去脏乱差变
成了小而美。”家住大盛镇青龙村太和
场上的杜春兰谈起太和场的变化就喜
笑颜开。

太和场是一个小场镇，以前住房杂
乱，道路泥泞，“晴天一身土，雨天两脚
泥”。在城镇环境改善中，按照“八改六
化”要求，所有的房屋都采用了川东民
居建筑风格，同时整治场镇环境约
15000平方米，还建起了生态停车场、
活动小广场、便民服务中心等。

目前，渝北在农村环境整治中，先
后建成兴隆礼朝屋基、大盛蒋家湾、统
景江口村等13个建筑风格得体、生态
环境宜人、乡愁韵味浓郁的示范点和
24个效果明显、特色鲜明的示范片。

在农村环境整治中，渝北围绕“五

沿区域”“三环十景”“古洛环线”等重
点区域，累计整治提升农村旧房约
17000户，实施8个重要节点景观打
造项目和20个周边环境整治工程，并
创建市级整洁庭院、美丽庭院2300
个，安装村庄照明路灯或庭院灯7500
盏。

“农村人居环境变得文明起来，城
市的环境则变得更美。”渝北区相关负
责人说，近几年，渝北在城市修补和有
机更新中，推进排水管网雨污分流和
城市道路提档升级改造工程，按照“先
地下、后地上，全面提升城市基础设施
水平”的总体思路，完成了锦绣丽舍、
龙旺街片区、兴科路社区、高岩路片区
等20个老旧片区改造提升，新改建雨
污管网85.8km、整治雨污混流点156
处、提升改造道路70万m2。除此之
外，渝北区还探索采用PPP投融资模
式，投资 31.32 亿元，将地下管网整
治、城市道路提升、架空线下地、智慧
停车改造和河流“清水绿岸”治理等工
程通过PPP模式推进，破解了基础设
施建设领域融资难的问题。

目前，渝北全区已建起各类公园
161个，新增城市绿地751万平米，市
民出门500米就可进入公园或小游园。

与此同时，渝北还在城区进行了
海绵城市的打造。目前，渝北区海绵
城市已达标面积共23.8平方公里，占
建成区面积比例为21.06%，完成海绵
城市达标建设要求。

智慧城市的建设，为渝北人的生
活增添了“智趣”。

渝北已建成城市管理大数据中心
和渝北智慧执法、渝北城市照明智能
化控制、翼停智慧停车等业务应用系
统，全面上线运行智慧城管执法业务
应用子平台，初步实现城市管理的智
能化。

城区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也得
到加快。目前，全区已建成并开通5G
基站3177座，覆盖党政机关场所、江
北国际机场等区域。累计完成新建免
费无线局域网AP点1223个，实现全
区各镇街村、社区免费WiFi全覆盖。

环境的改善，为渝北城乡居民增
添了满满的幸福感。

“十三五”时期，渝北在深化文明城区建设中，加
强了城乡居民的宜居建设，不仅让城乡居民都住有所
居，而且还住有所便。

原先住在渝北龙溪松桥支路片区的陈昌慧，现在很
高兴。得益于区里实施的棚户区改造，她搬进了新居。

松桥支路片区是一个棚户区，环境差、人口密集、
配套设施老旧。因该片区房屋多为砖混结构，年久失
修，屋顶、山墙漏水情况严重，外立墙面破烂不堪，下
水管网经常堵塞，居民反映强烈，怨声载道，改造愿望
十分强烈。

2018年3月，渝北区政府决定对这一片区的棚
户区实施房屋征收改造，征收范围涉及被征收户594
户，房屋总面积约3.9万平方米。经过深入地调查摸
底，然后采取旧房换新房的方式，使这里的居民都如

愿以偿地住进了新房。
据介绍，5年来，渝北区已统筹推进仙桃睦邻路

片区、双龙湖民兴路片区、统景温塘河片区等41个房
屋征收（棚户区改造）项目，累计完成房屋征收193万
平方米、棚户区改造5132户。

让城市居民住有所居，渝北还努力做好公租房、
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工作。5年来，已通过统筹公租
房、廉租房等保障性住房，多渠道保障城镇无住房或
中低收入住房困难家庭基本住房需求约12万人；在
公租房保障中，空港乐园公租房签约入住约3.3万户
9万人，空港佳园公租房签约入住约1.5万户3万人。

为让保障房的居民住得安心、方便，渝北还在全
市率先采用“互联网+保障房”管理新模式，对金石小
区、洛碛、茨竹等廉租住房全面使用人面识别系统管

理，提升保障对象居住安全感；并对健康家园、金石小
区廉租房室内进行升级改造，实现了居民“拎包入
住”，提升了住房困难家庭居住舒适感和幸福感。

“为了让老百姓住有所便，这几年，我们还全面进行
了老旧住宅增设电梯的工作。”渝北区住建委负责人说。

从2018年开始，渝北区就将老旧住宅增设电梯
工作纳入民生实事来办理，并由区政府出台相关政策
措施，对老旧住宅增设电梯，以方便居民生活。3年
来，全区共接受申请老旧住宅增设电梯1076台，并逐
步进行改造。

渝北区兴隆镇牛皇村9组里，22栋具有巴渝特
色的农房错落有致地深藏在山水间，让游客勾起一股
浓浓的乡愁。

这地方名叫礼朝屋基。汪海龙是这里的原住民，

如今，他利用自家通过整治的旧房屋，开起了农家
乐。“现在城里人都喜欢到我们这里来耍，节假日的
时候忙都忙不过来，旺季的时候月收入有两三万元，
收入比以前翻了好几倍。”他说。

礼朝屋基的22幢农房及周边的环境经过整治提
升后，如今已成了城里游客的“打卡地”。

渝北还全面进行了农村危房改造、旧房提升整
治。这5年中，全区共改造农村危房5.2万户，实施了
大盛镇太和场等38个居民新村建设。

结合农村旧房改造、新村建设，渝北还对农村厕
所进行改造、村农村饮用水进行完善。5年新建成农
村无害化公厕203座，新建成农村卫生厕所37235
户，农户的无害化卫生户厕普及率达到了91.30%，农
村饮用水问题已全面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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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出行畅通了美好生活的通道

文明环境增添了美好生活的幸福感

文明宜居建设增强了住有所居的获得感

文明事业增大了美好生活的保障感
阳光下的花卉园 摄/唐鸿姿

渝北是重庆的交通枢纽 摄/任天驹

新光里的夜市 摄/任天驹 家园视界 摄/谢凤华

兴隆镇牛皇村村民在礼朝屋基文体娱乐室里下棋
摄/钟志兵

乡愁博物馆农耕民俗文化展厅 摄/钟志兵

渝北区开展文明宣传快闪活动

空港新城小学学生参与在校举办的重庆市第八届中小学生艺术展
演活动 摄/徐琴

悦来生态城 摄/朱荣

民生故事》》

一年前，住在兴隆镇龙平村
6组蒲团山上的任强和母亲易大
秀整天都为喝水发愁。因为经
历了高温无雨时节后，老屋附近
的水井枯涸了，吃水得下山去
挑。

2019年初，为解决山上村民
的饮水难，镇里通过实施农村饮
水工程，从山下永庆水厂里把自
来水管接到了山上村民家中。
可是不知咋的，水管虽然通了，
但自来水管里只有若有若无的
水滴及空气冒出。

水管里流不出来水，任强只
好找到村里，向村支书和村主任
反映。村支书和村主任到现场
查看后，马上向镇里相关部门反
映。

“这饮水工程是为村民办的
民生实事，要办就要办好。”镇领
导马上联系水厂到现场查看。
水厂的工作人员来看后，也找不
出原因，于是便把渝北区水利电
力设计院的技术人员请来，一同
前往现场查看，寻找解决方案。

渝北区水电设计院的技术
人员到现场查看后，找到了原
因：蒲团山地势高，水管压力不
足，使供水无法到达任强家。

在查看中，技术人员还了解
到不仅是任强家的水上不去，因供水路线
长，整个管网都因供水不平衡、压力不稳，
常出现水管爆裂，导致村民用不上水。

“不管花多大的精力和代价，也要让村
民喝上自来水。”渝北区水利部门和兴隆镇
政府决定，对管网进行全面摸排改造。

于是，水利部门组织技术人员对管网
进行了全面摸查，通过更换管网，新增加压
设备，终于使自来水流上了蒲团山。

“为了我们能喝上水，政府真的是花了
大本钱。”任强说，这民生实事可算是办到
了百姓的心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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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区全民健身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