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恩阳区群乐乡距离城
区 57 公里，是该区最偏远
乡镇之一，场镇发展受限、
街道治理难度大。几年
前，脏、乱、差等综合环境
问题，在群乐乡的场镇表
现得尤为突出。该乡大力
实施城乡环境综合治理

“7+1”工程后，整个集镇的
面貌发生了巨变。

“现在变得洁净了，住
着挺舒服！”街道居民马大
爷细数着变化：停车规范
了、垃圾处理及时了、流动
摊点不见了、商家的招牌

变漂亮了……街道还是那
些街道，居民还是那些居
民，群乐街道的人居环境
却和以前大不一样了，集
镇正以崭新的形象对外示
人。

“现在上街去买菜，路
好走了，也不担心摩托横
冲直闯了！”马大爷说，集
镇环境变好了，街道也统
一了店招，形象的提升吸
引了周边乡镇的创业者前
来淘金，“靠近我们群乐的
南充市仪陇县，好些人过
来买房、做生意，平时从那

边开车过来过周末的也很
多。”

截至目前，恩阳区 24
个乡镇累计完成投资5600
万元，全面完成示范街、农
贸市场、汽车站、生态村、垃
圾收集设施及标准公共厕所
建设。各乡镇街道宽敞漂
亮，摊铺整齐划一、秩序井
然，公厕洁净卫生。同时，恩
阳区90%以上行政村的生
活垃圾有效治理和长效治
理达到国家验收标准，并
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通过
国家十部委联合验收。

集镇变靓 居住环境明显改善

灯初上，巴中市恩阳新城
的市民广场歌声飞扬，市
民们伴着音乐翩翩起

舞。市民广场地处新城核心地
带，紧邻恩阳河和之子河，广场周
边，绵延几公里的全是生态步
道。在绿树和草地间穿行，令人
心旷神怡。

“路宽、景美、公园多”，外地人
走进恩阳的第一印象。“现在城区
环境很舒适，空闲时候可以到附
近公园散散步、健健身，生活品质
提高了很多。”本地居民这样说。

建区五年来，恩阳区住建局在
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发扬苦干实
干精神，坚持高起点规划，高标准
建设，城市框架初步形成，城乡环
境明显改善，城镇化率较大提高，
城市品质显著提升，老百姓的幸
福指数日益攀升。

华

夜色中的恩阳锦江饭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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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丽转身 昔日荒山破变时尚新城

颜值飙升 恩阳成为巴中城市新“封面”

恩 阳 新 区 要 建 成 什 么
样？建区伊始，恩阳区委区政
府给出清晰定位：要按照高点
起步、顶层设计、全域覆盖的
原则，基于生态文明思想，秉
承城绿共生、产城一体、交通
引动、文化融城的四大规划理
念，打造以生态文化为特色的
山水宜居新城。

五年来，恩阳始终坚持规

划引领、建管并重，加快推进
形态适宜、产城融合、绿色低
碳、集约智能的新型城镇建
设。无论城市建设，还是巴山
新居、产业发展，处处体现“统
筹城乡、以人为本”的规划理
念。

新区，古镇，在恩阳这座
年轻的城市里，形成了一个相
得益彰的有机整体。五年来，

恩阳区启动商贸物流园建设，
开工建设 3 个以上城市综合
体，启动义阳山旅游文化产业
园、起凤桥至新桥河段景观带
建设，实现了新区与古镇的有
机衔接和延伸拓展，打造出具
有巴山风情的“协调区”，商
气，人气得到同步提升。

戚少国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曾业

“不论是农村还是城
市，恩阳都发生了巨变。”
日前，四川某传媒公司负
责人在恩阳区航拍后发出
感叹，“画面太美、太震撼
了！”

渔溪镇，是恩阳区的
人口大镇，仅场镇人口就
一万多。受益于全区城乡
环境综合治理“7+1”工程

（以建“一条示范街、一个
农贸市场、一个汽车站、一
批生态村、一批垃圾收集
设施、一座标准公共厕所、
一套长效管理机制”工程）

为主要内容的标准化建
设，场镇面貌发生巨变，居
民素质也不断提升。渔溪
镇还是闻名全国的“博士
之乡”，短短 30 多年间，这
里走出20多名博士、40多
位硕士。

在恩阳区柳林镇玉金
村聚居点，一幢幢川东北特
色民居掩映在苍松翠柏中，

“微田园”里一片葱绿，聚居
点前的池塘波光粼粼，宽阔
的柏油大道从村头延伸到
村尾……映入眼帘的是一
幅美丽的新村图景。正因

为这里的美景随处可见，每
逢周末或节假日，都有不少
摄影爱好者前来采风。

“震撼”，是所有熟悉
恩阳 的 人 的 共 同 感 受 。
恩阳区住建局有一组数
据：仅 2013 年至 2014 年
的两年，恩阳区就建成中
心村 6 个、聚居点 98 个。
与此同时，恩阳区大力实
施“美丽乡村新面貌行动
计划”，全面持续推进“巴
山新居”建设，一大批行
政村成功创建环境优美
示范村。

2013年6月底，巴中市40
个重大项目在曾家坝举行开
工典礼，村民陈开益对当时的
盛况记忆犹新，“我在恩阳河
生活了一辈子，还没见过那么
大的场面”

以恩阳河为界，与老城区
隔河相望的曾家坝，曾经是一
片荒山，沟壑纵横。五年前，
隆隆的机器声打破了山野的
寂静，大规模建设拉开序幕，

新区规划中，未来的曾家坝，
是一座能够容纳 20 万人口的
新城区。随着中旅、置信等品
牌开发商的抢滩登陆，曾家坝
一天一个样。

行走在曾家坝，双向八车
道的恩阳大道穿城而过，造型
美观的建筑物依山就势，错落
有致，临河一侧，网球场、羽毛
球场、健身步道等休闲设施一
应俱全。优美的环境和完善

的配套，不仅吸引了恩阳本地
人，还有不少巴中主城区市民
在此购房置业。

建区以来，恩阳区以重大
项目为抓手，全域改善基础条
件。如今，以曾家坝为核心、
以恩阳大道为轴线的新城建
设全面铺开，何家坝片区、马
鞍片区、白玉片区等系列“造
城”行动，在 28 平方公里的城
市规划区内加速推进。

颜值飙升 新恩阳魅力指数不断攀升

谈及恩阳，无论是土生土
长的本地人，还是经常来恩阳
的外地人，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汇，就是“变”。建区以来，恩
阳区围绕打造全国新型山地
宜居新城的目标，按照“一心、
三轴、一带、两片、五节点”的
城乡空间布局和“一轴一环、
两带多廊、六园四组团”的城
市空间结构，突出产城一体，

产村相融，逐步完善三级城镇
规划体系。

如诗如画的山水，脍炙人
口的“早晚恩阳河”，古朴雅致
的千年古镇，都是恩阳在城
市 建 设 中 保 留 并 突 出 的 特
色。城区即景区，恩阳依托
山水脉络和自然风光，秉承

“城绿共生、产城一体、交通
引动、文化融城”的理念，从

根植文化入手，使城市与历
史文化、人文景观、自然山水
有机融合，逐步形成了“全城
皆景、处处美景、移步异景”
的现代新城。

“山水恩阳，绿色天堂”——
市民公园、文治寨公园、曾家坝
滨江景观带……一个个项目，让
新区恩阳正成为巴中的城市“封
面”，吸引力与日俱增。

优化环境 城市建设管理“两不误”

各类危旧房棚户区24700
户 ，其 中 城 市 棚 户 区 13600
户、国有工矿棚户区 300 户、
城中村棚户区 10800 户……
城中村、一线天，这是新区成
立之前的面貌。

2013年，恩阳第一批启动
项目就是城镇危旧房棚户区
改造。2014年至今，全区共实
施 城 镇 危 旧 房 棚 户 区 改 造
22100 户，其中开发代建实施
5900户、新建安置1600户、货
币化安置13200户、综合整治
1400 户。计划在 2020 年前，
全区危旧房棚户区全面改造
完成。

财力弱、底子差，恩阳根
据区情创新“棚改”模式，多方
招引投资企业，采用“开发代
建”模式，启动并实施了麻石、
白玉、元山子、张家碥、马鞍铺
等棚改拆迁安置房建设，总建
筑面积74万平方米。建成后，
政府回购30%-40%的房屋作
为危旧房棚户区改造拆迁安
置还房，用以安置拆迁户。

五年来，恩阳实施了以城
市道路、管网建设为主要内容
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97
个，建成了恩阳大道、巴恩快
速通道、义阳一街等市政道路
32.5公里，按期建成了恩阳新

大桥、芦溪河大桥等 5 座城市
桥梁，按期建成了截污干管30
公里，建成地下综合管廊12公
里，优化了城市综合环境。

在抓建设的同时，严格城
市管理。不断创新城市管理
体制，严格执行各类规划，严
格按照城市管理的法律、法规
和各项规章制度，加大住建、
国土、城管、公安、工商、环卫
等部门的监察执法力度，形成
良好的城乡秩序。同时，恩阳
区还加强社区民主自治，积极
构建服务便利、秩序安定、环
境优美、管理先进的社会生活
共同体。

城绿共生 塑生态历史文化名城名片

乡村振兴
过上让城里人羡慕的生活

芦笋节、猕猴桃采摘节、荷花节……最近几年，各种节会在恩阳遍地开花，到农村
赏花、采果、品尝农家菜、体验农家乐、游巴山新居……成为城里人的新时尚。产业兴
旺、游人如织，村民的腰包鼓起来了。

建区五年来，恩阳坚持统筹城乡，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城区—重点镇—中心
村（聚居点和产业聚集区）三级城镇体系已基本形成，并成功创建一大批“省级生态乡
镇”，一个个幸福美丽新村散落在恩阳的青山绿水间。

戚少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 罗轩

统筹城乡 美丽新村图景入画来

配套齐备 村里人过上时尚生活

足不出村，玉金村人
就可以享受到城里人一样
的生活。62 岁的李美俊，
是恩阳区柳林镇玉金村支
部书记。他说，在玉金村
生活了几十年，没想到老
了 能 够 享 受 到“ 时 尚 生
活”。

玉金村人的“时尚生
活”到底是啥样？李美俊
介绍，聚居点有了休闲广
场，健身器材、农家书屋、
棋牌室一应俱全。“村里

招商建起了千壑湖大酒
店，村里的红白喜事都在
酒店举行，既方便又有面
子，休闲的时候还可在茶
楼品茶，在 KTV 里吼两嗓
子！”

玉金村是恩阳新农村
建设的一个缩影。建区以
来，该区按照宜建则建、宜
改立改、宜保必保的原则，
坚持产业先行、成片推进、
重点突破、功能配套、特色
鲜明，建成了一大批宜居、

宜游、宜业的美丽新村。
万寿村，以前和其他

的乡村没有什么区别。通
过引进业主整村打造，万
寿村变成了万寿谷风景
区，并于 2018 年成功获评
国家 AAAA 级旅游景区。
景区里，有百年老宅“变
身”精品民俗，竹境民居唤
醒童年记忆，农旅结合形
成康养圣地。目前，该景
区已接待游客 100 余万人
次。

曾家坝市政广场。

锦江酒店（李剑川摄）。

古镇游客中心。恩阳区万寿村新貌。置信产业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