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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达州建市20周年

奋斗新时代壮丽 年

本报讯 尽管城市的变化
日新月异，水墨之城，宜居宜业
却始终是人们理想的城市生活
环境。近年来，通川区下大力气
建设高品质城市新区，努力构建
自然、环保、宜人的生活环境。

近年来，通川区北外张家坝
已成为达城的一方热土。经过
几年的建设，目前已有数万人口
入住，人气渐旺，商机渐显，城市
新区已初步形成。为进一步加
快该片区发展，通川区成立了指
挥部继续大力推进相关工作，特
别在人居环境建设和管理中持
续发力，以期打造高品质生活引
领示范区。

柳家坝滨江湿地公园作为

柳家坝片区开发的排头兵，以
“一轴两廊三聚焦”为公园框架，
以州河为轴，纵贯公园南北，以
船文化廊、生态水廊串联园内各
生态板块；以场地原码头为聚焦
点，辐射公园核心区域，聚焦康
养、科普、城市生活。同时，结合
片区文化内涵、城市生态化、园
林化发展的趋势，以城市发展为
契机，围绕自然、生态、运动、休
闲的主题进行布置。据悉，整个
项目总投资 4 亿元，总用地面积
37.96 万平方米，公园园区建筑
面积约2.84万平方米，绿化率达
75% ，预 计 2020 年 底 建 成 开
园。

（郑涛 本报记者 胡杨）

本报讯 近年来，通川区着力
加强城市细胞建设，自觉扛起主城
担当，持续加大投入，创新治理方
式，实现了城市管理从“多头”到“聚
合”的逐步转变，上下协作、条块联
动、更加高效。

按照“着力治点、连点成线、以
线促面”的工作思路，通川区全面分
解、细化社区治理职责，加强日常监
督检查，量化细化考核办法，完善相
关规章制度，加大管理、执法处罚力
度。以街道为主，有效发挥街（路、
巷）长制的作用，起到带动周边的示

范效应。
同时，通川区进一步夯实基层

一线的综合执法力量，集中发挥属
地管理、精细执法、服务民生、促进
和谐效能，抓好市容市貌、公共交
通、环境卫生、规划建设、文明程度
和交通秩序六个方面的重点工作，
通过举办多种形式的城市管理专
题、专栏，宣传政策法规，展示管理
成就，反映社情民意，把社区力量、
城管力量、社会力量有机融合，真正
把各方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黄一智 本报记者 曹芮铭）

城市功能日趋完善

通川区地处四川省东北部、大巴
山南麓、达州市中部。据《达州市通川
区志》记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属川北行署达县专员公署。1993
年7月27日，经省政府同意，报经国务
院批准，达县地区更名为达川地区，达
县市更名为达川市。1999 年 6 月 29
日，经国务院和省政府批准，撤销达川
地区建立地级达州市，撤销达川市设
立通川区；区政府驻通川区荷叶街。
是年12月15日，达川市正式更名为达
州市通川区。

山区丘陵集中连片、自然灾害频
发等诸多因素，影响着通川区经济社
会发展。为确保城市发展有序推进，通
川区遵循城乡统筹、因地制宜，对城市
建设和乡镇建设作了详尽规划，在保
护耕地等自然资源和历史文化遗产，
保持地方特色、民族特色和传统风貌
的同时，促进资源、能源等物尽其用，
并满足区域人口发展、国防建设、防灾
减灾和公共卫生、公共安全的需要。

人民公园、滨河游园、凤凰山公
园、莲花湖公园等城市公园的出现，
为通川城区增添了一抹“绿”意。朝
阳公路、蒲西公路北段等道路的改建
和州河大桥、通川桥的通车为通川区

四通八达、川流不息奠定了坚实的交
通基础，达渝高速公路、达成铁路、达
万铁路的投运更成为通川区进一步
开放，加强与其他地区沟通合作的

“桥梁”。
20 年间，通川区生态环境日益优

美，重大项目相继落地，公共服务发展
迅速，城市管理日趋完善，城市品质不
断提升。

城乡统筹步伐加快

2013 年，通川区迎来第三次行政
区划调整，区情发生重大变化，经济社
会发展由“城市为主”转向“城乡并
重”。

通川区城乡统筹发展步伐日渐加
快，环城经济带基础设施建设日趋完
善，魏复路改造工程竣工投用，环城产
业大道（复兴至双龙段）成功纳入省级
PPP 项目库并公开选定投资商，环凤
供水工程基础工作顺利推进；北外滨
江高品质生活区一幢幢高楼拔地而
起；“江湾城”成为依山傍水的现代城
市综合体典范；罗江宜居旅游休闲区
成功破题，城市开发建设运营方案高
起点设计；柳家坝城市新区基础设施、
市政道路及滨江防洪工程全面开工；
达渝、达巴、达陕、达万高速公路纵横
交错、联动乡镇，“一小时经济圈”目标

圆满实现；创新探索“九自主、九统一”
新村建设模式，倾力建成“产村融合”
幸福美丽新村26个、聚居点104个；碑
庙“百镇建设行动”有序推进，特色小
城镇、重点中心镇和新型社区梯次发
展、各具特色；助推达城成功创建省级
森林城市、省级卫生城市，城乡面貌焕
然一新。

城市建设飞速发展的同时，与之
匹配的现代服务业也蓬勃发展。2016
年，通川区成功创建为“省级中心城区
转型发展示范区”，区域中心城市核心
区服务业提档升级。

通川区抢抓机遇、奋发有为，着力
提升干部队伍素质，深化改革释放发
展活力，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助推协调
发展，城乡面貌持续改善，社会服务全
面开花，脱贫工作成效显著，实现了
2017年“率先突破、领跑达州”首战告
捷。2018 年 8 月 2 日，四川省人民政
府正式批准通川区退出贫困县序列，
通川区脱贫攻坚工作取得阶段性胜
利，成为达州市首个脱贫摘帽的贫困
县。

拼搏奋进新时代

刚完成脱贫摘帽的阶段性目标，
通川区又马不停蹄地向着“率先突破、
领跑达州”追赶前行。

突出南精北快，通川区坚持以城
带乡、以乡促城，区域中心城市核心区
罗浮广场、红星美凯龙等超十亿级新
商圈投入运营，绿地城、江湾城、十里
水街等多个高品质、大体量的城市综
合体拔地而起，助力莲花湖、大寨子、
鹿鼎寨、塔沱滨江湿地“四大公园”建
成开放，塔沱、火车站、川鼓、404“四大
片区”棚改加快推进，老城换新貌、新
城展新姿。易地扶贫搬迁、农村危旧
房改造、幸福美丽新村建设统筹推进，
村容村貌明显改善，文明乡风扑面而
来，万亩青脆李、千亩蓝莓园，让荒山
披绿衣、沟壑遍芳菲，一幅幅乡村振兴
的美好画卷徐徐展开，城乡面貌在融
合发展中焕然一新。

实干是强区的路径，唯有真抓实
干，方能行稳致远。通川区坚定“上下
一心、其利断金”的必胜信念，鲜明“围
绕服务全市谋发展”工作导向，解放思
想创新路，强化主城担当，抢抓机遇勇
攻坚，绿地城拿地百日就开盘，全市旅
发大会从下达任务到成功承办仅半
年，“三类500强”企业和央企、省企竞
相前来考察洽谈，一个个热闹非凡的
商圈，一片片生机勃发的产业，一处处
彰显品质的新区，跑出了一个又一个

“通川加速度”。
2019 年上半年，通川区强力推进

马踏洞新区、北城新区、大寨子塔沱片
区、柳家坝片区等市区重点项目拆迁
工作，加快推进石龙溪片区、野茅溪片
区、北客站片区、魏蒲片区、老城一期
等棚改项目，完成征地 1000 余亩、拆
迁房屋 27.3 万平方米，兑付征拆资金
9.8亿元。

当前，通川区正大力推进“四城同
创”，进一步深入挖掘城市文化底蕴，
打造特色街区，修缮背街小巷，塑造城
市风貌。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推进年”
活动开展，重抓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审
批和实施，建设繁荣秀美活力乡村，让
通川居民真真切切看到变化、感受发
展。

准确把握城乡融合发展的本质特
征和政策导向，统筹推进城市提质和
乡村振兴，才能彰显城市品质，打造魅
力乡村，全面提升融合发展水平，打造
宜居宜业现代城市。通川区正以永不
懈怠的精神状态、一往无前的奋斗姿
态、干则必成的信念决心，在发展的康
庄大道上阔步前行。

□黄一智 郑涛 本报记者
曹芮铭 胡杨

●对通川区而言，2019年既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通川区建区20周年。20年来，通川区思进思变思发展，一
步一个脚印、一年一个台阶，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开放优势，将开放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城乡融合发展引领通川区方方
面面实现新突破。如今通川区辖区面积已从有记载以来的444.60平方公里，发展到今天辖19个乡镇、3个街道办事
处，幅员面积900平方公里；截至2018年末，常住人口达78.21万人。20年波澜壮阔，通川区朝着“率先突破、领跑达
州”的宏伟目标砥砺前行。

通川区加强城市细胞建设

张家坝柳家坝
打造高品质人居环境

本报讯 今天，当你漫步在通川
区大北街，浮雕文化墙映入眼帘，《达
州赋·节选》和《达州地图·乾隆版》雕
刻在墙上，街边花台里繁茂的草木点
缀着这条宽阔整洁的街道，两旁商铺
内的商品琳琅满目，很难想象曾经的
大北街杂乱无章、垃圾遍地。

大北街位于中心城区繁华地
段，地理位置优越，随着经济社会的
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商家聚集于
此，“大北街商圈”由此得名。一时
间，大北街高楼之间的小巷也逐渐
充满了商业气息，水车楼巷、蒲草田
巷、庞家巷等随之繁荣发展起来。
2005 年，这些巷子经市政府统一规
划改造，形成了如今的达城最著名

的小吃街“三圣宫”。
虽然大北街商圈繁荣发展，但

随之而来的道路狭窄、车辆占道停
放、流动摊贩泛滥、垃圾油污遍地等
问题日益严重。2018 年，通川区对
大北街及蒲草田巷等老街老巷进行
升级改造，打造文化墙、铺设青砖灰
瓦、修建花台，短短数月，大北街便
拥有了别具特色的商业步行街和古
色古香的老街巷道。而今的大北街
被市民亲切地称为“达州春熙路”，
翻新的老街巷道也有了“达城宽窄
巷子”的别称，居民的生活环境得到
了提升改善，大北街商圈旧貌换新
颜，焕发出勃勃生机。

（黄一智 本报记者 曹芮铭）

大北街旧貌换新颜

◀◀ 2020多年前的大北街多年前的大北街
（（唐富雄唐富雄 摄摄））

▲▲20182018 年改造后的大年改造后的大
北街北街 （（郑景瑞郑景瑞 摄摄））

如今的莲花湖如今的莲花湖

◀◀过去的张家坝过去的张家坝

▲▲现今现今的江湾城的江湾城

过去的莲花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