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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足区

“十里景观十里城”
精雕细琢
“绣”城市

在今年的“发现重庆之
美”线上点赞中，大足香国
公园在参选评“最美公园”
的 43 个 项 目 中 ，以 超 过
170 万个赞夺得点赞排行
第一。
这个公园缘何成为“最
美公园”中的
“颜值担当”？
可以说，这样的精致容
貌只是大足在城市精细化
管理中的一个缩影。目前，
大足正在推进“城景融合”，
打造“十里景观十里城”的
花园城市。
大足区香国公园
香国公园

香国公园夜景

“颜值担当”
怎么炼成的？
香国公园从开门迎客起，
就注定是大足的一张名片。
这里，西拥濑溪河畔，南依昌州古城，北靠狮子山头，距大足
区政府 3 公里，离宝顶石刻风景区 10 公里。开园当天，数万人涌
入公园
“打卡”
，香国公园也由此赢得
“开门红”
。
记者从大足区城市管理局了解到，香国公园是 2019 年大足
区委、区政府实施的重点民生工程项目之一，是着力打造的集文
化体验、度假旅游、休闲商业为一体的重点项目。
这里到底有什么看头？古香古色的香霏阁屹立在山头，
潺潺的
叠瀑飞泻而下流入香泉湖，
在鲜花的映衬下；
在广场的右手边，
大气
磅礴的帝师桥横跨两个片区，
登上桥头公园大半景观尽收眼底。
游览一圈你会发现，园内城楼、城墙、塔等仿古建筑，极具特
色，大气美观；瀑布、喷泉、小桥流水、花草树木、亭台楼阁等自然
山水景观，游赏其间，
一步一景美如画。
占地 1300 亩的香国公园，分妙善湖、香泉湖两个片区，建有
廊桥、阁楼、叠瀑、文化壁展等标志性建筑及香国广场、百姓舞台、
儿童游乐园、灯光水秀等 11 个特色功能区，配套建设城市干道花
香路及停车位 1200 余个。
“让人身在公园就能真切感知大足文化。
”
大足区城市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表示，
公园在建成后已成为大足的新晋
“网红景点”
，
在彰显
城市品质、
提升大足形象的同时，
将吸引更多的游客驻留大足。
目前，大足正在努力打造“四季花开别样红，一年四季景不
同”的公园之城，已建成 19 个公园、广场 10 个、游园 5 个，今年又
先后启动红星生态文化公园、双桥经开区九曲花溪湿地公园（暂
名）等城市公共绿地建设。

精雕细琢苦练
“绣花功”
香国公园是大足城市的亮点，也是呈现当地城市管理的“窗
口”之一。在本届“发现重庆之美”活动中，大足二环南路南山隧

道口两侧景观、棠香街道和平村也分别在“最美坡坎崖”和“垃圾
分类示范村”
项目中获奖。
大足二环南路南山隧道外的东西两侧，护坡上曾经杂草丛
生，很不美观。实施“增花添彩”提质工程后，边坡有了常绿、落叶
植物搭配，也有观叶、观花植物结合，栽种了攀缘植物、垂吊植物
等，将“劣势”变成“优势”，让不入眼的坡坎崖成为山水城市的立
体美景。
挖掘城市边角地、闲置地，见缝插绿、增花添彩，可全面提升
城市颜值，擦亮生态环境品牌，
打造区域高品质生活中心。
今年 3 月，大足启动城区坡坎崖壁等立体绿化改造工作，88
处裸露坡坎崖壁将陆续被装扮成景，将曾经的荒草坡地变身漂亮
的城市
“挂毯”
。
“今年投入 600 余万元，改造坡坎崖壁近 50000㎡，将于年底
前完工！”大足区城市管理局负责人表示，在五星大道与二环南路
交叉口顺众加油站旁，将实施绿化和塑石面积约 9000㎡，目前已
经完成钢架搭建，
正在清理表层杂物。
城市美学的要义是要在细节上下功夫，城市建设管理水平就
在细节上见高下、
“绣花功夫”
上见深浅。
为做实做细环卫保洁，大足将城区 540 万平方米保洁面积划
分为 462 个网格，建立“5 分钟快速反应”机制，环卫网格化、精细
化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实施“门前三包”
（包卫生、包秩序、包设
施）和“五长制”，开展“3+X”
（公安、城管、交通）综合执法，重拳整
治占道经营、乱停乱放、乱搭乱建等
“十乱”
现象……
大足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接下来大足将持续推进
“大城细管、大城智管、大城众管”，着力实施“门前三包”
“ 五长
制”，进一步深化“3+X”综合执法，打造大城众管示范样板。同
时，将实施好“治乱拆违、街净巷洁、路平桥安、整墙修面、灯明景
靓、河清水畅、城美山青”七大工程，打造“十里景观十里城”的花
园城市，
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和颜值。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郭发祥

从鸿恩寺到凤山
他们管护出更多
“最美”

凤山公园

2009 年，
江北区鸿恩寺公园开园迎客。
11 年时间，鸿恩寺公园年年桂花香，景色越来越美，早已成
为很多市民休闲赏景的首选之地。2018 年，鸿恩寺公园更是获
评
“重庆最美公园”
。
而在鸿恩寺公园
“最美”
的背后，
离不开重庆市鸿恩寺公园管理
有限公司（后简称
“鸿恩寺公司”
）对这座公园的精心雕琢，
悉心守护。
鸿恩寺公司是一家专注城乡环境管理的综合服务商，
业务范
围涵盖公园综合管理、市政园林绿化养护、城乡环境卫生管理、物
业管理等多个方面。
如今，鸿恩寺公司拥有 3000 余名员工，有近 100 个管护项
目，
分布在江北、渝北、南岸、九龙坡等 20 多个区县。
在 2020 发现重庆之美活动推选出的 50 名重庆最美环卫工
中，有 4 人来自鸿恩寺公司。同时，公司管护的多座公园提名“重
庆最美公园”
，
铜梁区凤山公园更是荣获
“重庆最美公园”
。
从鸿恩寺公园到凤山公园，
从
“最美”到更多
“最美”
。鸿恩寺
公司正在为打造更美的城市环境而不懈努力。

凤山公园的
“最美”
蝶变
凤山公园

对于一个名字中就有“公园”的公司，鸿恩寺公司可以说是公
园管护的
“专家”
，
除了鸿恩寺公园外，
铁山坪森林公园、
江北区滨江
公园、
重庆园博园等城市公园都是由鸿恩寺公司在精心管护。
这次获评
“重庆最美公园提名奖”
的涪陵区白鹤森林公园、秀
山县凤凰新城公园、万盛经开区黑山镇运动公园也都是鸿恩寺公
司管护的公园。其中，公司管护的重庆园博园一标段，也是本届
花博会的展区范围。花博会上涪陵区设计的参展展位也是由公
司建设完成。
更值得一提的是，
鸿恩寺公司管护的铜梁区凤山公园此次荣
获“重庆最美公园”。这座始建于 1931 年的老公园，为何能成为
“最美”？这与公司的标准化作业和精心管护密不可分。
去年，鸿恩寺公司开始管护凤山公园。不少市民惊喜发现，
这座老公园每天都在发生新变化。
树荫下的道路不再布满青苔，
市民步行其中不担心脚滑。那
些喜欢晒太阳的植物也被园林工人从树荫下移栽到了太阳常常
能晒到的地方，恢复了生气……
公园里的灌木每个月都会进行造型修剪，保证了公园植物的
观赏性和市民游玩的安全。同时，公园的市政设施、环境卫生也

都有了进一步提升。
如今，来凤山公园游玩的市民越来越多，老公园的新风景令
人流连忘返。

黄葛树与小叶榕为市民
“撑伞”
除了公园管护，市街绿化也是鸿恩寺公司的业务范畴。江北
区、渝北区、九龙坡区等区县的部分道路市街绿化都是由鸿恩寺
公司养护。市街绿化不仅讲求美观，而且应该体现人性化。在江
北区石马河街道，沿街的黄葛树和小叶榕就“撑”起了一把大伞，
为忙碌的人们遮风避雨。
今年以来，盘溪二支路、三支路、四支路、五支路等地逐步发
生着变化。绿化工人们忙着为沿街的黄葛树和小叶榕提档升级，
清理枯枝、排除安全隐患、减少病虫害等，
街道内近千棵树木得到
了悉心呵护。
“绿化工人在对这些树木修枝时，将它们精心修剪成了伞
状。
”
绿化作业的负责人陶惠说，这些树木遮荫面积动辄就是几十
或上百个平方米。冬为人们避雨，
夏为人们遮阳。路过这样的街
道，
不少市民总会不自觉地慢下脚步，
好好感受其中的美。

辛苦守护更多
“最美”
鸿恩寺公司还提供城乡道路清扫保洁、公厕管理、垃圾清运、
垃圾分类等服务，
承接了九龙坡区、长寿区、綦江区多个街道和乡
镇的环卫项目。公司采用现代技术、人工智能、机械化管理等方
式，
让环卫作业更加高效。
在重庆，提起艺术气息非常浓郁的地方，少不了位于九龙坡
区的黄桷坪涂鸦艺术街。
在美丽环境的背后，
是 49 名环卫工人的辛苦付出。他们每日
凌晨 4 时起床，
傍晚下班。风雨无阻，
年复一年，
把这里的 5 个老旧
社区环境卫生打理得井井有条。如果留心观察，
你就会发现，
这里
无论是正大街还是背街小巷，
时刻都保持着整洁、
清新的环境。
负责黄桷坪一带街道环卫作业的左源培介绍，
城市保洁工作
非常繁琐，
不仅要保持街道和社区院坝的整洁度，
还要负责清运老
旧社区的生活垃圾，
需要环卫工人们时刻保持吃苦耐劳的精神。
在鸿恩寺公司，大家热爱和熟悉自己的岗位，守护和见证着
城市的更多
“最美”
。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刘波 李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