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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全国文明城区新征程——素质篇（之二）

渝北：把未成年人培养成“文明使者”
今年3月初，渝北区“德耀巴渝·

志愿渝北——2017年‘学雷锋’主题
活动”启动。

当天，渝北两江小学“文明小帮
手”志愿服务队走进仁睦敬老院、环
湖雅居社区等地，慰问老人，进行文
明劝导、义务劳动等志愿服务活动，
发挥“文明使者”的作用。

围绕文化自信
提升思想道德素质

“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教育，文
化素质很重要。”渝北区文明办负责
人说，因而，渝北区围绕文化自信，
提升未成年人的思想道德素质。

近年来，渝北区在未成年人中
持续进行中国梦主题教育，并把这
一主题教育落脚在具体的活动中。

每年的清明节期间，渝北以
“网上祭先烈·线下颂英雄”为主
题，组织各中小学校学生到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革命遗址、烈士陵园
开展“追思先辈·做好少年”活动；
组织 5万余名青少年志愿服务队
员在清明期间进行文明祭祀劝导
等。

从小养成美德，是未成年人成
长的基础。因而，渝北区持续开展

“学雷锋·做美德少年”活动，通过
在网上致敬寄语、演讲赛、文艺表
演、传统文化学习实践、助残敬老

志愿服务等活动，让未成年人从小
养成好的美德。仅在去年，全区就
有 1名少年获得全国“美德少年”
荣誉，4名少年获得“重庆市美德
少年”荣誉，5名少年获得“重庆市
美德少年”提名奖。

在围绕文化自信提升未成年人
素质中，渝北区还通过传统文化的
教育，提升未成年人的文化素养。
区里投入198万元，以政府购买服
务的方式，将中国传统戏曲引进全
区99所城乡中小学。并全面推广普
及传统戏曲文化，提高学生的文化
素养和艺术审美素养，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

与此同时，渝北还结合“七一”
党的生日、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
胜利80周年等，在青少年中开展“童
心向党”歌咏活动，创作童谣80余
首，在全区少年儿童中开展童谣传
唱活动，并精选出6场在中国文明网
集中展示等。

以“方圆计划”为主题
培养良好习惯

邹·孟轲《孟子·离娄上》中有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因此，渝北
以“方圆计划”为主题，让未成年人
养成良好的习惯。

渝北“方圆计划”主题教育活动
中的“方”，就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融入规范教育和自律教育中，
给未成年人画出“警戒线”，帮助未成
年人走好“人生路”；“圆”，就是将人
文情怀融入文化体验活动和社会实
践活动中，培育内涵深厚、眼界开阔、
思想豁达、灵魂饱满的美德少年。

渝北的这一教育活动，由区文
明办牵头，区教委、共青团、妇联、文
化委等各部门合作，从各方面对未
成年人进行良好习惯的培养、思想
文化内涵的提升。

“方圆计划”从多方面培养起
未成年人的良好习惯。如在这一
活动中的担当培养，就是培养孩子
的担当精神。通过开展“六小‘邻’
童”志愿服务活动，组建“文明小帮
手”志愿服务队伍。通过培养“爱
心小使者”、“明星小楼长”、“文明
小导游”、“环保小卫士”、“社区小
督查员”、“交通小劝导员”六类小
志愿者，每月开展一次志愿服务活
动，并以“小手拉大手”的形式，号
召孩子从身边人、邻里事、社区内
做起，在志愿服务活动中养成担当
精神。

在培养未成年人的良好习惯中，
渝北还注重培养孩子的爱心和善
心。如在今年的“红樱桃”行动中，渝
北区就组织了200个城市志愿者家

庭与渝北区的困境儿童、留守女童共
同组建“义种家庭”，种下1500棵樱
桃树苗；50名渝北“方圆文明小帮手”
与兴隆中心小学的留守儿童结对，在
爱心林一起种下花苗。

近几年中，渝北区已组织了百
支专业化志愿队伍，为困境儿童和
留守女童种下5000棵樱桃树、举办
1000余场心理咨询活动、捐赠10万
册书籍、编织3万套爱心织物，以公
益的力量温暖山区女童，使“红樱
桃”行动在渝北常态化开展。

把孩子培养成
“文明使者”

作为全国文明城区，在未成年

人思想道德教育中，渝北注重引导，
培养孩子成为“文明使者”。

利用“九童圆梦”系列活动，培
养未成年人的文明行为。在“九童
圆梦·猴年春节行动”中，渝北就组
织开展了烟花换灯笼、给环卫工人
送年夜饭等活动。并且有10万名中
小学生上传感恩微信、照片、手抄
报、微视频等作品30余万件。

在“九童圆梦·寻找最美家书”
活动中，渝北结合“好家风好家训”
活动，举办“扬家风·传家训”文艺汇
演，区内12所学校的7000名学生将
情感融入7000封家书中传递亲情。

在统景风景区，正在开展“小手
牵大手·文明伴我行——渝北区暑
期文明旅游亲子公益活动”主题实
践活动。在这一活动中，通过“童语

发声”、“柔性提醒”、“心手相牵”3种
创新做法，引导游客文明出行。参与
这一活动的未成年人也养成了良好
的文明行为，并成为“文明使者”。

通过在校园中开展文明创建活
动，培养“文明使者”，渝北区文明办
联合区教委，制订了全区中小学文
明校园创建总体规划、时间表和线
路图，将文明校园创建工作纳入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中。

同时，在各学校广泛开展“文明
教室、文明宿舍、文明班级”创建活
动。在创建中，以贴近师生、人人参
与为原则，定期举办校园文化节、艺
术节、科技节、体育运动会、经典诵
读等活动，并实施“净化、绿化、美
化”校园行动，创建校园主题景观、
文化长廊、教室文化、走廊文化等，
营造校园文化氛围。

“小手牵大手·文明伴我行”渝北区暑期文明旅游活动

金港国际小学在王朴雕像前开
展清明祭英烈活动

空港小学开展“方圆经典诵读季
——咏诵经典竞赛活动”

统景中学开展红樱桃“夏日心
爱·美丽童行”心理疏导趣味游戏

王彩艳 图片由渝北区文明办提供

1、渝中区中华路（起点：中华路新华路路口，止点：大同路下口，长度：800米）

2、渝北区金龙路（起点：锦红小区，止点：电子校立交路段，长度：1400米）

3、渝北区紫荆路（起点：新溉立交，止点：黄泥塝立交，长度：1400米）

4、两江新区栖霞路（起点：龙城路、止点：金童路，全程：600米）

5、两江新区吉乐大道（起点：人兴路、止点：人和大道，全程：400米）

6、大渡口区钢花路（起点：文体路口、止点：新山村工行，长度：200米）

7、大渡口区翠园路（起点：翠园路春晖路路口、止点：翠园路松青路路口，长度：300米）

8、北碚区康宁路 （起点：状元府邸转盘，止点：康宁路新体育馆路口，长度：1300米）

9、北碚区胜利路（起点：胜利路口，止点：电信局路口，长度：480米）

10、江北区红黄路（红旗河沟往洋河立交方向，起点：洋河一路路口、止点：洋河四路路口，长

度：500米）

11、江北区观音桥环道名店坊后端（起点：观音桥环道接兴塔路口、止点：观音桥环道名店

坊，长度：300米）

12、沙坪坝区三峡广场环道（小新街、天陈路、站西路、站南路、正升支路，长度：3800米）

13、沙坪坝区天马路（起点：马家岩下穿道、止点：天星桥立交，全程：1200米）

主城已经施划黄实线的13个路段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记者8月10日从两江新区渝兴公司获
悉，渝兴公司代建的黄山大道西段日前正式通车。黄山大道到江与
城居民小区全线贯通。

黄山大道西段工程位于两江新区大竹林组团A区，东接金通
大道，西至斑竹路，与大竹林组团主干道之一楠竹路交叉，工程建
设总投入约2500万元，道路总长626米，宽32米。

“黄山大道西段通车，使得江与城小区住户出行和光电园片
区企业职工上下班变得更加方便。”渝兴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过去，市民开车从两江幸福广场到江与城，要从金通大道拐进天
山大道才能到达。黄山大道西段修通之后，市民不用绕行天山大
道，可缓解天山大道的交通压力，从两江新区大竹林组团进入双
碑大桥将更加方便快捷。

黄山大道西段通车
大竹林到双碑大桥将更加方便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记者8月10日从巴南区城乡建委
了解到，巴南区龙洲湾龙江公共停车场主体工程已经完工，正进
行智能停车系统设计安装，预计今年国庆投入使用。

龙江公共停车场位于龙洲湾万达广场步行街东侧，距轻轨
3号线学堂湾站约300米，项目总投资约1.35亿元，包括地下
一层、地上三层，可提供约1600余个停车位。该项目建成后，
将缓解龙洲湾商街、万达广场以及汉海海洋公园停车位不足的
情况。

据巴南区城乡建委人士透露，巴南区今年计划建设11个公共
停车场项目，全部建成后可提供停车位约3000多个。除了龙江公
共停车场外，巴滨路茶花广场公共停车场、大山村轻轨站东侧绿地
公共停车场、花溪江南水乡小区北侧公共停车场、红光大道立交桥
下公共停车场、鱼洞鲁能南渝新城公共停车场等5个项目已基本完
成主体施工，有望年内投用。

龙洲湾龙江公共停车场国庆投用

可提供1600余个停车位

本报讯 路边停车，只需在手机屏幕上轻
轻一点，系统就能根据车辆位置自动规划，引
导你到空余车位；车辆离开，不用协管员上前
收费，系统可自动计算停车时长和价格，通过
手机钱包就能支付停车费用。8月9日，记者
在渝北区了解到，该区路边停车场已实现智能
化管理，市民无论是找车位还是支付停车费都
更加便捷。

在位于重庆感知科技孵化园的智能路边
停车技术运营后台，记者看到，一块大屏幕显
示出渝北区各个路段的停车情况。通过后台
不但可以清楚地看到各个路边停车场的空车
位数据，还能监控到各个车辆的停车时长和收
费情况。

据悉，负责设计运营这套系统的是路泊通
科技公司。该公司副总经理孟祥成介绍，智能
路边停车系统采用最新的传感技术、先进的物
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建立。在每个占道停
车位的地面，都有一个智能感应器，当车子进
入和离开车位时，可自动感知，精准计时。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近年来，城市机动
车保有量快速增长，停车位供需矛盾日益突
出。为缓解停车难，去年上半年，渝北区通过
公开招投标，引进高科技企业路泊通科技公
司，采取特许经营的模式，对路边停车进行了

智能化改造。
“改造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现场智能化

管理，如协管员电子签到、电子支付等，对占
道停车收费实现更加科学高效的管理；一个
是针对车主的智能停车，市民通过智慧门户
网站或者配套的手机app可随时查询周边车
位实时情况，哪里还有空余停车位、停车收费
标准一目了然，还可以一键导航到想要停车
的车位，停车更加便利。”孟祥成介绍，目前，
渝北全区3899个路边收费停车位都实现了智
能化管理。

据了解，下一步渝北区还要将智能停车管
理系统延伸至商业停车场、社区停车和立体停
车，形成城市全面车位实时感知网络，建立起
智能交通信息大数据平台，实现车位信息互
联，增加智能化出行体验，提升智慧城市水平。

（文/记者 向婧 任雪萍 黄琪奥 崔
曜 丁龙 赵伟平）

一键轻松找车位

渝北区路边停车实现智能化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 实习
生 周香伶）记者8月10日从市公安局
交巡警总队获悉，即日起在全市范围内集
中开展车辆违停整治行动，采取“自动抓
拍+人工抓拍”的方式，在黄实线区域全
覆盖24小时执法，届时被抓拍到在黄实
线区域违停的车辆，将被拖移，处以罚款
200元，并记3分。

8月10日，市交巡警总队和江北区
支队组织警力在观音桥环道开展车辆违
停专项执法行动。记者现场看到，道路右
侧的路沿都被涂成了黄色实线，表示此处
为24小时禁停路段。一辆渝BNA**2的
车辆因违规停车，与车主联系无果后，被
民警现场查处，开出罚款200元的罚单，
并实施了拖移。

据悉，此次整治行动通过分类设置禁
停、临停、限停严管规范路段，综合采取启
用“黄实线”、“黄虚线”等禁停标线、清理和规
范占道停车位、建设违停抓拍电子警察等措
施，全力治理违停顽疾。目前，中华路、金
龙路、天马路等主城区13个路段已被设
置为严管路段，这些路段将严格禁停。

记者了解到，此次黄线施划主要分布

在重点主次干道、交通枢纽、商圈等路段，
一旦在这些路段停车并被抓拍，除受到处
罚外，车辆将被拖移。具体说来，黄实线
区域禁止“停车”，不允许临时停靠，即使
有人在车上也不行，出租车也不例外；黄
虚线区域只能临时停车上下客装卸货物，
之后立即驶离，不允许超时停车，在“黄虚
线”起止位置和路段中间都设置有辅助标
志，配合标线共同使用，如“限时1分钟”等。
如果对于在主次干道旁设有学校、医院、机
场、火车站等存在停车特别需求的，将按照
学校路段限停1分钟，医院、机场、火车站
等路段限停3分钟的标准实施管理。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对于被抓拍、拖
移的车辆，民警将开具强制措施凭证，把
违停车辆拖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点或者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地点停放，
并向机动车注册登记的车主手机号推送
告知短信。另外，除施划禁停标线的区域
外，设置了蓝底红叉标志牌的区域，同样
是禁止停车的，处罚力度相当。该负责人
提醒市民，如果登记的电话号码信息有变
动，请及时到当地车管部门更新，以避免
错过短信。

路泊通科技公司副总经理孟祥成演示智能停车系统。
记者 向婧 摄

即日起整治违停车辆
13个路段黄实线区域全覆盖24小时执法

市长公开电话 12345 税务热线 12366 药监局投诉 68810255 医疗事故纠纷咨询 67706615 市卫生监督所 68810000 市教委 63862151 市疾病控制中心 68809389 环保举报 12369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记者8月7日从巴南区城乡建委了
解到，市级重点建设项目龙洲湾隧道工程已经双向掘进了4700
米，预计今年底该隧道工程将全面贯通。

龙洲湾隧道起于巴南区教育大道，自西向东，下穿渝南大
道，穿越铜锣山，上跨渝黔高速，止于南彭物流基地东城大道，双
向六车道。该工程2015年12月开工，共包含隧道3个，分别为
龙洲湾一号隧道（长925米）、龙洲湾二号隧道（长1785米）、龙
洲湾三号隧道（长1140米）；桥梁两座，分别为高架桥（长509
米）和龙洲湾大桥（长502米）；立交桥5座，分别为渝南立交、红
炉立交、赵家坝立交、公平立交、东城立交。

龙洲湾隧道项目2019年底建成通车后，将打通环樵坪山区
域与龙洲湾滨江片区的交通大动脉。届时，龙洲湾、界石、南彭和
公路物流港将连在一起，从江津硌磺开车到茶园可比现在缩短一
半时间，从鱼洞开车到茶园仅需15分钟时间。

不仅如此，龙洲湾隧道还将成为连接渝湘高速、渝黔高速、绕
城高速、渝南大道、S106的主要通道，对改善巴南区交通出行条
件，促进沿线开发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已完成双向掘进4700米

龙洲湾隧道年底贯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