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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外公益广告有颜值有内涵

成为渝北一道亮丽风景线

本 报 讯 （重 庆 晚 报 - 上 游 新 闻 记
者 文翰 摄影报道）街头小巷随处可见
公益广告，但它们如何才能深入人心？昨
日，重庆市户外公益广告发布管理工作现
场会在渝北区召开，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文明办主任马岱良出席，市住房城乡建
委、市城管局、市交通局、市市场监管局有
关负责人、全市各区县宣传部相关负责人
参加。
参会人员首先观摩了渝北区会议中
心、腾芳大道、区体育馆转盘、兰馨大道、同
茂大道、渝航路、机场路、义学路社区等地
的户外公益广告。
“热爱祖国”
“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关爱未成年人”
“市民公约”
“文明城
区”……一处处造型独特、内涵丰富的公益
广告与周围环境融为一体，通过艺术化手
段把巴渝剪纸、江北机场等群众熟悉的“渝
北要素”融入公益作品中，富有设计感的同
时又很接地气，成为渝北一道亮丽的风景
线，
引来市民纷纷打卡。
在义学路社区入口处两侧，以橙、蓝两
色为主色调的文化长廊，将本地元素和传
统文化与公益广告设计制作相结合，如用
祥云托起的“中国梦”、用出淤泥而不染的
莲花勾勒出的爱“廉”图、邀请四川美术学
院设计的家风家训彩绘墙，无不为美丽渝
北增添人文气质和文化品位。
义学路社区位于渝北两路城区的核
心，这里临近学校和商业街区，周围住宅小
区密集，自渝北建文明城区工作开展以来，
众多占道经营、摆摊设点的小商贩被取缔，
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造型新颖、内容广泛的
公益宣传广告，不仅与周边环境相统一，也

▲公益广告

▲制作成漫画的传承好家风公益广告
与人文环境相匹配。
这只是渝北公益广告建设的一个缩
影。近年来，渝北区坚持把户外公益广告
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阵地，作为传播
主流价值、引领社会风尚的重要抓手，持
续在公益性、规范化、美感度上狠下功夫，
实现了文化素养和思想境界双提升。策

划创新发展、文明建设等 20 余个宣传主
题，在显著位置设置大型 T 牌 28 处，街头
小品 52 处，建筑工地围挡公益广告占比
50%以上，实现抬眼可见、驻足可观。连
续三届举办公益广告创作大赛，征集作品
3216 幅、评选优秀作品 172 幅，建设公益
广告作品库。在关键节点打造精品，如在

沙坪坝西永这23条配套道路
将打造成蓝雾大道香樟大道
本 报 讯 （重 庆 晚 报 - 上 游 新 闻 记
者 周小平 受访者供图）道路两旁，
高大
的蓝花楹、香樟树……走在这样的街道，如
梦如幻。前日，记者从沙坪坝区获悉，
沙坪
坝区融创文旅城 23 条道路工程绿化设计
日前启动公开招标。根据规划，上千颗蓝
花楹、香樟树将遍布文旅城，这里将打造
蓝雾大道、香樟大道两种不同类型的城市
道路景观。
融创文旅城地块的配套道路工程，位
于沙坪坝区西永城市副中心，北侧及东侧
与西部物流园相接，南接微电园西永商务
区，西邻重庆大学城。蓝雾大道指的是城
市主干道及次干道以蓝花楹作为行道树。
香樟大道则是支路使用香樟为行道树。
据悉，项目规划道路 23 条，总长度约
23 公里。其中，城市主干道 5 条，总长 10.2
公里，设计宽度 40 米，双向 6 车道，设计速
度 60 公里/小时。文旅西二路、文旅东路
为南北向主干道。人民大道为文旅城中
部东西向主干道。飞雪路及横十一路为
连接后期规划的融创文旅城北部地区通
道。其余为次干道及支路，与主干道共同
形成路网。
据了解，目前 5 条主干道主体工程建
设已接近尾声，正在加快配套设施建设。
据 介 绍 ，文 旅 西 二 路 ，设 计 总 长
3666.549 米，道路设计宽度 40 米，双向 6
车道，设计速度 60 公里/小时。目前已完
成约 62%，计划明年 4 月底前完成建设；文
旅东路，设计总长 3728.741 米，道路设计
宽度 40 米，双向 6 车道，设计速度 60 公里/
小时。目前已完成约 60%，计划下月底前
完成建设；人民大道，设计总长 1799.399
米，道路设计宽度 40 米，双向 6 车道，设计
速度 60 公里/小时。目前已完成约 85%，
计划下月底前完成建设；
横十一路，为规划
片区东北侧连接融创地块与物流园地块的
主干路，设计速度为 50 公里/小时，双向 6
车道，预计明年 4 月底前完工；飞雪路，为

▲市民在公益广告前合影留念
双龙湖公园等打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主题公园 4 个、环湖雅居小区围绕“三治”
融合、龙兴镇政府广场围绕家风家教打造
公益宣传示范点。
下一步，渝北区将改进工作方法，创新
工作机制，扎实做好户外公益广告发布管
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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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樟树大道
相关新闻

大学城到渝北
未来仅 15 分钟

▲道路两旁栽满蓝花楹（图片来源网络）
规划片区东北侧连接融创地块与物流园地
块的主干路，设计速度为 50 公里/小时，双
向 6 车道，预计明年 4 月底前完工。
沙坪坝区相关负责人介绍，作为重庆
主城区西部片区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文
旅城 23 条配套道路的建成将分流周边主
要通道的交通压力，
完善区域交通网络，
带
动周边区域发展。

重庆市快速路二横线西段 PPP 项目
有了新进展。记者从沙坪坝区获悉，沙
坪坝区范围内的物流园段桥梁和土主隧
道正在抓紧施工。截至目前，项目已完
成总工程量 40%左右，预计在 2021 年底
项目达到通车条件，届时将大大缓解大
学城隧道及双碑隧道的交通压力。
据了解，重庆市二横线西段全长约
14.4公里，
总投资64.88亿元。项目起于桃
家院子立交，
经重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
中
梁山、
童家溪，
跨嘉陵江至于礼白立交。全
线除隧道采用双向6车道外，
其余均采用双
向8车道，
设计速度 80 公里/小时，
届时大
学城片区居民到渝北仅需15分钟。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提出“打扫干
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表达了摆脱屈
辱外交的决心和开展外交工作的基本方
略。朝鲜停战以后，国际局势有所缓和，新
中国的国际威望逐步上升。中国政府代表
团先后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是新
中国登上国际舞台的成功实践。
1954 年 4 月至 7 月，周恩来率团参加日
内瓦会议。这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
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国际会议。周恩来进
行了紧张的穿梭外交，经过多方努力，会议
达成《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印度支那基
本恢复和平。会场之外，周恩来利用一切
机会同各国代表团和各方面人士接触，他
真诚、坦率、机智和潇洒的个人魅力，给人
们特别是没有和新中国接触过、原来心存
疑虑的人，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休会期间，周恩来访问了印度和缅甸，
分别与两国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倡导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其基本内容是：互相尊重
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
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逐渐成为处理
国际关系的普遍准则。
1955 年 4 月，周恩来再次率团参加在
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参会的
一些国家由于对新中国不了解，在发言中
批评和攻击共产主义。针对此，周恩来在
发言一开始就明确指出：
“中国代表团是来
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
“ 中国代表团是
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会上的紧张气氛
因周恩来的发言而改变。会议最终达成
《亚非会议最后公报》，提出关于促进世界
和平与合作的十项原则，这实际上是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的进一步体现和引申。
万隆会议上体现出的团结、友谊、合作
的“万隆精神”，掀开了亚非各国人民和平
共处、反对殖民主义历史性的一页，也为新
中国赢得了更多的国际朋友。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