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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预计实现776亿元，同比增长6.7%。
工业总产值：836亿元，增长2.1%。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规上服务业营业收入，分

别增长 15%、9.2%、48.4%。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贷款余额分别增长
10.2%、15.1%，存贷比84.9%。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48.1亿元，增长27.6%、居全市第一位；其中税收
收入43.4亿元，增长30.2%；非税收入占比10%，收入质量居全市第二位。

引进投资5000万元以上产业项目80个，到位资金310亿元。三次产
业比从6.9：45.6：47.5调整为5.1：39.1：55.8。

民生支出：52.9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3.2%。
城镇登记失业率：2.7％，城镇新增就业、登记失业人员及困难人员就业

超额完成目标任务，高校毕业生就业率96%。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89万元、1.83万元，分别增长 8.4％、

9％。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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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生产总值增长6%左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左右，一般公共预
算收入增长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左右，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分别增长9%和9.5%左右。

生态环境指数持续位列全市10个重点生态功能区县第一，森林覆盖
率、空气质量优良天数等主要指标均位居全市前列，全国森林旅游示范县成
为城口又一张新名片。

财政资金的50%以上用于改善民生，1482套保障性住房建成投用，3700
余人迁入新居；户貌“六改”让农户院坝更整洁、厨房更干净、厕所更卫生；

初步建成3个乡村旅游集群片区，完成6个乡村旅游集群片区规划，大
巴山森林人家达到1500余家、床位2万余张，全年接待游客350万人次，实
现旅游综合收入7亿元。

推进7所重点学校建设，改造农村学校8所，新增体育场地2.1万平方
米，高考本科上线率创历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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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游客能够泛
舟花溪，为花溪河注
入活力，重现花溪河
畔过去盛景。

生态环境是
我们最大的资源，
保护生态是我们
最大的责任。

辛国荣。 阚吉林。 上游新闻记者 毕克勤 摄

城口是长江上游的一颗生态明珠。截至
去年底，森林覆盖率达到68.3%，拥有全市最
优的生态资源。

“生态环境是我们最大的资源，保护生态
是我们最大的责任。”昨日，市人大代表、城口
县委书记阚吉林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今年
城口将用好生态资源，打造品牌，发展产业，
把生态优势转化成发展优势。

今年，城口的森林覆盖率将达到70%以
上。阚吉林说，数字的提升不是栽树这么简
单，城口处处都是好风光，而是要发展林下经
济，把县域交通连点成线，围绕山水林田湖草
做统一的全域景区打造。

今年森林覆盖率达70%以上
城口山大坡陡沟深，耕地面积仅6.8%，

其中75%耕地在25度的坡上。阚吉林说，鸡
窝地、巴掌田一定程度制约了城口的发展，所
以发展生态产业，是带动增收的必然选择。

今年，城口的森林覆盖率将达到70%以
上。

具体来看，今年城口将开展大规模国土
绿化行动，强化道路景观绿化和空窗区补绿，
巩固新一轮退耕还林成果，实施天然林保护
二期、长江防护林建设三期、景观彩叶培育、
10万亩国家储备林建设等重点生态工程，完
成营造林15.9万亩。

继续做优生态，同时还要发展产业。阚
吉林说，一方面发展林下经济吸引更多的客
流；另一方面，将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比
如，过去城口土豆过剩用于喂猪，去年引进企
业与高校合作研发出土豆面，这让不能吃小
面的糖尿病患者吃上了重庆小面。

阚吉林说，今年城口山地鸡将做冷链、速
食品加工，让更多的农民获利。

建全域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
“农文旅融合是我们最大的潜力。”阚吉

林说，今年城口将加快全域旅游发展步伐，启
动农文旅融合发展行动计划。

具体来看，城口将全面摸清山水林田湖
草等自然资源资产，利用山地农林、人文、生

态旅游资源，引进市内外优质智力资源，编制
农文旅融合促进全域旅游发展总体规划。同
时，依托重点景区和乡村旅游集群片区建设
全域农文旅融合发展示范区，实现山地农业

“井喷”、生态旅游“泉涌”。
在景区提升方面，今年加快亢家寨5A

级景区建设，建成游客接待中心和游客步道，
推进玻璃廊桥、索道、亢家寨等项目建设。

提速亢谷国家级度假区建设，启动亢谷
商街和特色民宿酒店集群建设。推进土城老
街4A级景区创建，支持山神漆器4A级景区
建设。

阚吉林说，还将引入地方特色文化创意
元素，促进农业生产与休闲观光、农耕体验、
文化传承、健康养老、节庆采摘、科普教育深
度融合，唱响旅游“四季歌”“二十四节气
歌”，打造一批丰富多彩的创意农业田园综
合体。

打造云地自驾游目的地
城口处处是风景，关键在于如何连点成

线。
阚吉林说，改善交通是城口当前最紧要

的任务，今年将加快交通“盲点”贯通。其中，
将积极畅通内部“毛细血管”，完成902公里
通组公路通达工程，实施1251公里通组公路
通畅工程，加快推进44公里普通干线公路续
建工程和156公里新建工程。

全面推进“路长制”工作，加大水毁、地
灾、危隧、危桥整治力度，完成公路防护栏
500公里。全面提升交通服务能力，完成县
城二级客运站、5个乡镇客运站和20个农村
招呼站建设，实现行政村农村客运全覆盖。

阚吉林表示，内部交通改善后，城口将打
造成为云地自驾游目的地，届时大家畅游巴
山原乡将更加便捷。

此外，城口还将全力做好G69银百高速
公路城口段协建工作，积极配合推进渝西高
铁前期工作，加快推进万（源）至城（口）至巫
（溪）高速公路、城（口）至宣（汉）高速公路项
目方案设计工作。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陈翔

这里的江蜿蜒天成，这里的山连成片片
茶园，这里的水涌出的是丝丝甘泉……26
日，市人大代表、巴南区委书记辛国荣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称，今年巴南将新建17个公园游
园项目。

公园绿地增加49万平方米
全市最大的室内综合型体育馆——巴南

华熙文化体育中心在巴南投用；重庆生物医
药城生产的抗肿瘤疫苗填补了重庆市高端生
物制药空白；重庆东盟班车全面开通并实现
中南半岛国家全覆盖；主城首条10公里自行
车道建成投用……

2018年，巴南的变化占领了不少头条。
2018年，巴南的优良天数更是达到了

309天，创历史新高。
2019年，巴南还将继续蜕变。辛国荣

称，预计今年，巴南将建17个公园游园，公园
绿地面积将增加49万平方米。

这其中，社会资金投入启动建设的巴滨
路龙湖街边游园、渝南大道玺樾九里街边游
园、龙洲大道中建滨江新城街边游园、鱼洞鲁
能街边游园、融汇宝盖寺公园这5个公园、游
园项目，预计完成公园绿地面积8万平方米。

政府资金投入启动建设的界石界西路社
区体育文化公园、花溪民主新村社区体育文化
公园、巴南外河坪滨江公园、木洞高峰水库公
园、万达商圈滨河公园、花溪河长江入江口湿
地公园、花溪河宗申青年国际湿地公园等12
个公园、游园项目正在实施建设或近期启动建
设，预计完成公园绿地面积41万平方米。

智谷公园里还有理工博物馆
“今年还将启动37万平方米的智谷公园

建设。”辛国荣说，智谷公园（暂定名）位于重
庆理工大学西，花溪工业园区东，占地约560
亩，“分两期建设，预计总投资2亿元，一期建
设面积约19万平方米，二期约18.35万平方
米，二期包含了理工博物馆。”

智谷公园设计理念会以理工大学为核
心，结合花溪河、奶姆山建设理工文化展示及
生态亲水健身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性公园。除

了保留现有植被绿色生态带外，还会增加重
庆理工大学发展的文脉轴，以及包含工业救
国、科技兴国、智造强国的忆园。

湿地公园可观水上森林亦可泛舟
花溪河承载着巴南人儿时的记忆，辛国

荣透露，今年底将建成的花溪河湿地公园会
让大家耳目一新。

花溪河湿地公园其实是由两个公园组
成，分别为花溪河入江口湿地公园和炒油场
湿地公园。花溪河入江口湿地公园位于花溪
河与长江的交汇处，滨巴水世界附近，与巴滨
路相交，面积约19万平方米。这里是由水
杉、池杉、落羽杉、柳树、芦苇、蒲苇、芦竹等植
物打造的人工湿地，会让你置身水中森林。
以黄葛树、蓝花楹、枫香、樱花、海棠、桃花为
主，下层辅以草花、观赏草的景观，则会让市
民看到一片繁花似锦。公园内还根据消落带
常年水位及地貌，打造亲水游步道、自行车
道、一级步道和二级游步道。

位于花溪河城区入口处的炒油场湿地公
园，为花溪河汇入巴南城区的源头，面积约7
万平方米。

辛国荣介绍，炒油场湿地公园则是以花
溪河地域文化为主题，追溯花溪历史渊源，设
置游船码头、亲水平台、垂钓台等亲水场地，创
造自然亲水环境。“让游客能够泛舟花溪，为花
溪河注入活力，重现花溪河畔过去盛景。”

所有停车场接入平台统一管理
巴南今年还将建设智慧停车综合管理生

态云平台。
辛国荣称，平台建设完成后，将对公共停

车场库进行智能化升级，包括闸口智能化改
造、停车引导系统、室内导航等。

改造后所有停车场接入到巴南区智慧停
车综合管理生态云平台，进行统一管理。同
时，以国有公共停车资源为入口，以市场行为
辅以政府鼓励，将巴南区各业态停车场上联
至综合管理生态云平台，实现巴南区所有停
车信息的互联互通。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罗薛梅

市人大代表、巴南区委书记辛国荣：

打造花溪河湿地公园
可泛舟其中可观水上森林

市人大代表、城口县委书记阚吉林：

保护好这颗生态明珠
打造云地自驾游目的地

花溪河入江口处荒坡被绿树覆盖。 上游新闻记者 冉文 摄

范雅遗失鲁能泰山7号购房合同以及定金收
据11133185，首付款收据11125967，代收代
缴收据11125966，需开票特声明原收据作废。

遗失重庆新时代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开具的
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 6张，发票代码：
5000154350，发 票 号 码 ：00260970-
00260973；发票代码：150001420130，发
票号码13441629、13441630，声明作废
雷瑛(622226198409263649)遗失重庆融
创万达文化旅游城购房订金收据号#
40421，金额35000，首期款收据#41367，
金额57455，代收费用收据#41368，金额
12475.68，总金额104930.68，申明作废。

公告：中铁十一局集团第五工程有限公司
已与刘元一级建造师(渝132080902500)
解除了劳动合同关系，现已失去联系，请
刘元见报后尽快到公司办理一建注销手
续，否则，公司将申请一建强制注销。

品牌婚介

美的缘 教师主办11年
68067355也可四海 www.023yuan.com

“凯洋.富润园”小区安置户接房通知
凯洋.富润园小区安置房已取得《重庆市建设
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登记证》，拟于2019年2月
11日开始办理接房手续。现就接房相关事宜
通知如下：

（一）接房时间：2019年2月11日至2019
年2月28日。

（二）临时安置费（过渡费）发放截止时间
为2019年2月28日，超期未接房户不再发放
临时安置费（过渡费）。

（三）办理地点：各征收现场办公室或各
征收现场通知指定地点。

（四）请尚未办理入住手续的安置户持征
收产权调换协议书及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到各
征收现场办公室办理费用结算及开具接房确
认手续。

特此通知
（咨询电话：67710311、67121215、67710191）

重庆市江北区城市房屋征收中心
2019年1月28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文轩教育信息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6345998072E）股东
会决议，拟将注销本公司。根据《公司法》规定必须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1月29日

重庆市渝之旅国际旅行社大竹林二门市部遗失出境
合同一份，编号为：CY-CJ-26500085484声明作废
重庆沙坪坝区容奕瑜伽中心遗失财务专

用章、法人章（熊安容）各一枚，声明作废

李波遗失重庆鲁能开发集团公司开具的购房收据，号
01005996金额19939元，号01005997金额146304元作废

代宗棠遗失瑜和城三期1号楼1702房屋专用收款
收据，号码YHC1406，金额274270元，声明作废

浮尸辨认通告
长江水域男尸051#身高1.70米

约40岁灰色长袖T恤蓝色牛仔裤黑
帆布鞋携两张银行卡054#身高1.70
米约40岁深色休闲衣裤黑皮鞋055#
身高1.70米约60岁深色休闲衣裤白
色休闲鞋携一老年手机，女尸401#
身高1.50米约40岁花夹袄花棉裤黑
袜子，请家属七日内前来认领。
长航公安局重庆分局 电话：63770249

遗失声明：兹有柳宝遗失重庆万达城投资有限公司诚意金收
款收据，编号：45107金额5000元，特此声明。交款人:柳宝

重庆捌柒商贸有限公司遗失2007
年5月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5001062107615、税务登记证正副
本及组织机构代证正副本795855
167；遗失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婚恋服务专家 成就天下姻缘
www.cqmeiren.com
13983171089

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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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放 心 消 费 示 范 单 位

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
徐波，基于你严重旷工的事实，

公司决定与你解除劳动合同。请你
自本通知登报之日起30日内到公司
办理离职相关手续。逾期不到，后果
自负。因此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公司
有权予以追究。

天津市金郁华商贸有限公司
2019年1月29日

注销公告：经公司股东会决议，拟将注销
重庆爱沐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5MA5U6JLB1T），请债
权债务人于45日内到我公司办理债权债
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重庆爱沐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2019年2月29日

渝运集团三分公司渝AG5720营运
证正本丢失，证号为500107023283

遗失重庆泰瑞医药有限责任公司公章5001051035710作废
遗失邓宏宇《出生医学证明》，编号K500276420，声明作废

认尸公告
2019年1月24日在南岸区东水

门大桥长江水域发现一具女尸，尸长
1.6米，约45岁，穿红色休闲服、深色
休闲裤、黑色休闲鞋，请知情人与长江
航运公安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李冉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C500051223，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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