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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区高度重视城市品质提升，优化空间布局，创新城市管理，彰显山水美丽之

地的独特魅力——

“近悦远来”的品质綦城
本报记者 成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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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在山中，水在城中，山水交融，

风光秀美。綦城，山水美丽之地，宜居

宜业之城。近年来，为了让这座美好

城市更具魅力、更有涵养，我区不断优

化城市空间布局，创新城市管理方法，

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

活，以全新的姿态让近者悦、远者来。

优化空间布局
绽放城市魅力

从南州商圈到营盘山、名扬商圈

再到东部新城红星万达商业综合体，

从大发展的舞台边缘走向中心，从单

纯的山水田园城到兼具都市风情的现

代化城市……踏着城市的发展印迹，

綦城栉风沐雨。

从北街到九龙大道再到通惠，綦

江城区版图持续扩大。东部新城，大

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景。在这座新

兴崛起之城中，一座座品质小区拔地

而起，一个个商业综合体凝聚人气，一

个个重点项目加速推进，一张张笑脸

越发欢喜。

财政局、发改委等15个机关部门，

31 个行政审批服务窗口落户新城办

公，切实为市民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服

务。

阳光城、金科、橙天、恒大、融创等

上市房企纷纷落地新城，600万平方米

商业用房和商品住房聚集了10万人入

住新城。

红星美凯龙家居、万达广场、爱琴

海购物公园生意红火，为人们提供了

更丰富多样、更高端大气的消费选择。

渝黔（綦江）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一级客运中心等重点项目建设如火如

荼，项目的建成将有力推进我区建设

“渝南中心城市”，推动全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东部新城作为綦江主城的拓展

区，不但扩大了綦江主城的城市规模，

更在提升城市公共服务能力上狠下功

夫，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求。

积极融入主城区都市圈一体化发

展，我区不断优化城市空间布局，完善

功能配套，不仅要东拓更要北上。

近日，记者在綦江北互通及连接

线建设项目施工现场看到，工人们正

在有序施工，截至目前，该项目已完成

产值约3500万元，预计今年年底将完

成投资 1.5 亿元。项目建成后不但能

进一步发挥渝黔高速公路对区域的辐

射作用，还可以将新盛片区与綦江老

城区、东部新城有机联系起来，带动片

区土地开发，为我区向北拓展提供条

件。

以北互通及连接线建设项目建设

为基础，我区还将以大项目带动大产

业、形成大集聚，积极科学谋划、合理

布局生产、生态、生活“三生空间”，高

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编制北部规划，

建设品质之城。

创新管理办法
治理城市顽疾

“三分建，七分管。”提升城市品

质，抓好城市管理至关重要。

近年来，我区围绕“干净整洁有

序、山清水秀城美、宜居宜业宜游”工

作总目标，创新方式方法，下足“绣花”

功夫，狠治城市“顽疾”，不断提升城市

山水颜值和人文气质。

今年2月全区露天烧烤专项治理

攻坚行动正式启动后，区委书记袁勤

华通过“马路办公”对该行动进行跟踪

监督，助推该行动抓实抓好抓出成

效。如今，綦城的大街小巷再也见不

到露天烧烤摊，油烟、噪声等也不再困

扰市民。

车辆乱停乱放，不仅影响城市的

颜值，还影响市民出行。对此，区长姜

天波召集相关部门现场办公、现场指

导，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城区停车秩

序专项整治工作纵深推进取得实效，

切实解决了群众关心的重点、难点问

题。

綦江大桥附近没有公厕，市民如

厕成了难题。区城市管理局通过“马

路办公”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因地制

宜将公厕修建在綦江大桥至沿河步道

阶梯下方，这样一来不仅方便了市民，

还成为了沿河步道的一道风景。

“马路办公”能及时了解掌握城市

管理现状、发现分析研究城市管理问

题及规律、实现城市管理精细化。自

全面推进“马路办公”以来，全区上下

放下架子，扑下身子，迈开步子，以路

为岗，发现城市“病症”，开出“治病良

方”。

同时，区城市管理局还在“马路办

公”的基础上创新运用‘4321’工作法，

即每周至少4天开展“马路办公”，每次

至少发现 3 个问题、解决 2 个问题，每

周开展 1 次督查，月平均整改率保持

95%以上。方法的创新切实改进了城

市管理工作，提高了城市管理水平。

开展“马路办公”以来，我区共巡

查发现问题43107个，整改问题42926

个，整改率达99.5%，全面、快速、无死

角整改城市管理问题成效显著，城市

品质得到进一步提升，群众幸福感也

有进一步增强。

綦江，山水美丽之地，宜居宜业之城 通讯员 吴先勇 摄

“这回政府帮我们解决了‘卡颈子’的事，

一句‘感谢’根本表达不全我们的谢意！”綦江

区三江街道寨门村村民霍仁伟告诉记者，自

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反映公路通而不畅的问

题，没想到很快就有了回音。

三江街道辖区内既有大面积的农村，又

有大量的破产企业，群众工作难度较大。在

主题教育中，街道对群众反映的问题进行分

类处理，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竭尽全力解决

群众的急忧盼。

拿到房产证，42户居民安心了

整整11年了，三江街道雷园路联建房居

民肖朝夏终于能安稳地睡上好觉了，因为她

花大半辈子积蓄买的房子，终于有了房产证。

2008年，肖朝夏和其他41名居民买下了

由喻某领头修的联建房，在三江镇上安了家。

没想到，房子刚竣工，喻某就因债务问题

“人间蒸发”。由于缺乏相关手续，这40多户

居民一直没拿到房产证，不断上访。

今年，这件事作为街道重点处理的“难

事”，被列入重点问题清单。在多方询问、查

找原始证件无果后，街道工作人员循着蛛丝

马迹，通过公安机关找寻到了喻某下落，并拿

到了喻某建房时的立项手续、缴纳的房屋配

套费等单据，目前已帮近40户居民办理了房

产证。

“办房产证是群众的大事，也是一件难

事。”街道办事处主任潘德全坦陈，只要有为

群众服务的细心和耐心，再难的问题也能解

决。

多方协调，四百余名群众告别“乘车难”

由于地形原因，三合社区的公交站位于两个较大的居民点之

间，居民要坐车都要走上至少500米。在倾听群众呼声的“坝坝会”

中，社区不少居民反映的乘车难问题，也被纳入街道议事日程。

为此，街道主要负责人多次与区相关单位和公交公司协调，找

到了两个方便群众出门的地址作为备选，征求群众意见。

“没想到，备选站点土地的所有者都表示，愿意把地拿出来修公

交站，一分钱也不要！”街道办副主任罗伟说，目前，公交站正在修建

中，建完后可方便周边四五百名群众出行。

分步实施，41所公厕整治有了时间表

“原来在外边找厕所，用鼻子闻就行了！”重钢四厂社区居民李

晓文说，现在找厕所，得看哪个房子修得亮敞。

在公厕不远处住了几十年的李晓文说，老公厕经过整治，里外

贴上了瓷砖、有了冲水设施，现在基本上闻不到味道了。（下转2版）

本报讯（通讯员 许劲峰）实体经

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赋能。今年以

来，我区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认真做好为企业融资增信、融资

减负、融资开源三篇文章，为实体经济

注入金融活水。

“只有找准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病

根，才能满足实体经济的有效融资需

求、帮助企业获得低成本的金融服

务。”区国资委主要负责人表示，中小

企业受限于规模小、底子薄、抗经营风

险能力弱，目前获取资金的渠道仍主

要依靠银行信贷。为此，我区深化金

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为企业融资

增信、融资减负、融资开源三方面发

力，有效提升金融资源和服务的可获

得性和高效性。

为企业融资增信方面，进一步优

化融资增信机制，完善增信基金服务

方式，扩大增信基金服务范畴，将企业

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同时纳入风险分

担范围。今年，我区还建立总规模2亿

元，首期2000万元的工业流动性贷款

风险补偿基金，支持综合运用应收账

款、股权、订单、仓单等抵质押担保措

施，纾解有市场、有前景、有技术、有竞

争力的企业暂时流动资金困难。截至

目前，全区已累计发放增信贷款118笔

4.55亿元。

为企业融资减负方面，优化担保

费补贴机制，提高补贴效率，将企业融

资担保费率降低至1%以内，降低企业

融资成本。截至目前，全区已累计补

贴273笔1578万元。开展履约保函保

证业务，在工程招投标、工程施工履约

保证、房地产开发、政府采购等领域，

允许履约保函替代现金保证，缓解投

标企业资金压力，每年可降低投标企

业财务成本 2000 万元。帮助企业转

贷，设立企业发展基金，规模 5000 万

元，按照“保本微利”原则，开展企业短

期资金周转等业务，缓解企业短期资

金紧张。截至目前，已累计发放转贷

周转资金借款320笔11.34亿元，为企

业节约资金成本约1500万元以上。

为企业融资开源方面，以优化金

融供给为着力点，完善金融与企业对

接服务机制。组织区内银行机构走访

200 多家规上企业了解融资需求。成

功邀请深交所来綦举办资本市场周活

动，组织金融机构通过座谈会、银企面

对面等方式为各行业企业融资管理提

供服务。截至目前，中小微企业贷款

发放 92.4 亿元、余额 232.2 亿元，较年

初增长47.2亿元，同比增长25.5%。值

得一提的是，我区积极鼓励企业进入

多层次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不断拓宽

民企融资渠道，新增重庆OTC挂牌企

业6家，累计挂牌企业达到22家，累计

兑现区级财政上市奖扶资金 289.7 万

元，累计争取到位市级奖扶资金220万

元，有效提升了中小企业融资的可获

得性。

我区创新举措为实体经济注入金融活水

本报讯（记者 刘柳吟）近年来，区城市管理局全面加强全区生

活垃圾治理，投入使用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老乡场镇生活垃圾收

运工程，全区城乡生活垃圾处理得到有效解决。

废纸、饮料瓶、厨卫杂物……在綦江城区，这些日常生活垃圾，

都被运往城区8公里外的城市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理。该填埋场设计

填埋库容240万立方米，日处理量达350吨，今年以来已处理生活垃

圾11万余吨，实现城区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城镇生活垃

圾无害化处理率达95％的目标。

该填埋场由管理区、填埋区等及其配套设施组成。各街镇及城

区的生活垃圾运至处理场后，通过抽检、地磅计量，由场内管理人员

随车运到指定的位置实施倾倒，倾倒后的垃圾由场内工作人员按照

填埋作业的有关要求，对垃圾实行摊铺、压实、消杀、覆盖方式进行

处理；垃圾产生的沼气由导气桶收集，通过管道输送到点火燃烧塔

燃烧排放。目前，全区设有垃圾站46座，垃圾收运系统覆盖302个

行政村。

除了固体垃圾，生活垃圾渗滤液也是垃圾处理的关键。在该填

埋场配备了渗滤液调节池与渗滤液处理装置，库底采用水平人工防

渗和边坡防渗，渗滤液收集到调蓄池后，经渗滤液处理装置处理达

标后排放。

此外，我区还针对 47 个老乡场镇建设了生活垃圾收运工程。

2016年新建永城庆江、新盛正自、东溪镇紫、石角白云观、文龙登瀛、

郭扶高庙、三江、打通等8座垃圾中转站，在扶欢、赶水、安稳、石壕等

18个镇设立222个垃圾箱摆放点。老乡场镇生活垃圾收运工程的

投用，让我区乡村生活垃圾得到了有效治理，人居环境得到了显著

改善。

“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在垃圾处理上下功夫，更加精细化地处理

生活垃圾，提升全区人民生活品质。”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