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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好生活垃圾分类、提升市政设
施品质、增绿添园、处理生活污水、建
设景观灯饰、管理户外广告、改革城
市执法体制、推进智慧城管……今
年下半年，我市城管委将大力推进
重庆城市管理八项重点工作。

“城，所以盛民也。”城市的核
心是人，城市的发展依赖于人。无
论是优化居住环境还是完善交通
设施，其目的都是让城市管理跟上
市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
求，不断彰显“山水之城·美丽之
地”城市形象，不断增强市民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个
城市的建设和管理水平，首先取决

于一个城市的规划。日前，市政府
召开第16次常务会议，审议了城市
提升行动计划。有了蓝图，就有了
方向。该计划围绕规划、建设、管
理、创新等方面，提出实施一系列
专项行动，为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
水平制定了任务书，规划了路线图，
是我市全面提升城市品质的“指挥
棒”。

有规还须有为。城市管理要想
实现“诗与远方”，必须先脚踏实
地。八项重点工作就是城市管理的
有效抓手。其中，“城市牛皮癣”、占
道经营等城市问题是长期积累所
致，解决起来往往会触动一些人的

“奶酪”。我们要以“咬定青山不放
松”的韧劲、“撸起袖子加油干”的干
劲，在推进中完善、在完善中发展，
促进城市品质全面系统提升，让城
市真正成为人们安顿身心之所。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城市管理有规还须有为
张燕

本报讯 （记者 韩毅）7月4日，主
城及渝西片区城市管理品质提升暨生活
垃圾分类工作现场会在渝北区召开。今
年底，主城建成区公共机构和相关企业将
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到2020年
主城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超过35%。

对垃圾进行分类投放、分类储存、分
类清运、分类处置，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垃
圾资源的再利用，改善人居环境质量，提
升城市品质，既是“绿色工程”又是“民生
工程”。

在渝北区双凤桥街道青麓雅园小区，
重庆日报记者看见，居民丢垃圾时人人手
持一张卡，刷卡打开垃圾桶盖，可回收垃
圾、有毒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分类投放。

这张“垃圾卡”就像商场积分卡一样，
居民每投放一次，智能回收箱就会在卡上
自动积分，根据分值可兑换纸巾、洗衣液、
洗洁精、保鲜袋等生活品。

“这是我们推行生活垃圾分类的一项
创新举措。”渝北区相关负责人称，为引导
市民垃圾分类，该区城管局将“分类投放、
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中的“分
类投放”和“分类收集”环节整合，利用积
分卡刷卡投放，将二次分拣利润全部返还
居民，实现服务为民、便民和惠民。

目前，青麓雅园小区实际参与户数
536户，参与率达70%，投放正确率98%，
每周可回收类垃圾的收运量达0.6吨，社
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俱佳。

渝北金色池塘小区则采用PPP模式，
引入一家杭州公司开展垃圾分类试点。去
年至今，该小区合计回收纸类约21吨、塑料
类约2.5吨、废旧金属约1.2吨、玻璃类约
0.27吨。目前，不少居民从最初的观望转
变为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准确率达78%。

而这些，只是我市开展垃圾分类工作
的缩影。目前，主城区23个街镇已启动
生活垃圾分类试点示范建设工作，并正在
加快推进洛碛垃圾填埋场、第四垃圾焚烧
厂、洛碛餐厨垃圾处理厂等一批具备垃圾
分类功能的设施建设（全市运行城镇生活
垃圾处理场59座，其中51座城镇生活垃
圾填埋场、6座垃圾焚烧处理厂、1座水泥
窑协同处理厂、1 座餐厨垃圾处理厂、

9190 个再生资源回收站点、45 个危险废
物利用处理设施）。

下一步，我市将紧盯目标、强化统筹、
突出重点，加大示范点建设力度，营造全
社会参与和支持垃圾分类的良好氛围。

今年底，主城建成区公共机构和相关
企业将全面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主城
建成区实施分类示范试点的街道比例要
达到20%，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
达到20%；到2020年，主城建成区实施
分类示范试点的街道比例要达到50%，
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超过35%。

渝西片区也于上月底出台垃圾分类
工作方案，启动垃圾分类。其它区县则结
合实际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主城公共机构年内生活垃圾强制分类
每人一张“垃圾卡”，分类投放垃圾可积分换礼品

6月30日，市级重点项目武江路三期道路工程正进行高架桥及匝道施工，有望年
底建成。武江路三期工程位于江北区石马河片区，西接双碑大桥东引道公园立交，东
接武江路已建道路，主线全长759米，双向六车道。建成后，从双碑大桥到北部片区的
车辆将不再绕行石马河立交，直接进入冉家坝方向或者内环快速路，石马河立交及盘
溪立交的交通压力将得到缓解。 记者 罗斌 摄

武江路三期工程主体即将完工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果园港又将升级叠加新的功
能——设立进口粮食、木材、
植物种苗、药品等指定口岸功
能，打造多式联运示范项目。
7月4日，“新时代·新平台·新
机遇——‘一带一路’大型网络
主题活动重庆站”采访组一行
来到果园港，果园港相关负责
人透露了这一消息。

果园港是重庆规划布局的
现代化港口群中的主枢纽港，
拥有5000吨级泊位16个，设
计年通过能力为3000万吨。

目前，果园港向东通过长
江黄金水道联结长江经济带各
港口城市群，再经太平洋面向
亚太地区。其进港铁路专用线

与主干线渝怀铁路相连，向西
可直通中欧班列（重庆），面向
我国西北及中亚、欧洲；向南可
直通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
通项目南向通道，面向我国南
方沿海及东盟、南亚。

此外，果园港还开通了上
海—果园—南充、果园—攀枝
花、果园—西昌、果园—西安、果
园—青海、果园—陕西、果园—甘
肃等10多条运输线路。如今，
运往四川、贵州各大钢厂的铁
矿石、铬矿石、石油焦等大宗件
散货，都选择在果园港中转。

眼下，果园港正朝着打造
内陆国际物流枢纽的目标，加
快建设多式联运海关监管中
心。

果园港
打造多式联运示范项目

申请设立一批指定口岸功能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当前，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
正在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力争
到2020年，其规模以上工业总
产值突破850亿元，进出口贸
易额突破1000亿元，实际利用
外资 3 年累计突破 15 亿美
元。7月4日，“新时代·新平
台·新机遇——‘一带一路’大
型网络主题活动重庆站”采访
组一行探访重庆两路寸滩保税
港区，两江新区相关负责人透
露了上述消息。

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
重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已累计
引进企业近1900家，累计实现
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约3535
亿元，累计实现外贸进出口总

额约5157亿元，实际利用外资
约33亿美元。同时，累计实现
海关监管货物值 1773 亿美
元。尤其是，仅2017年就实现
海关监管货物值259亿美元。
而在外贸进出口总额等关键指
标上，它在全国14个保税港区
中排名前3位。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重
庆两路寸滩保税港区还创新发
展出以“保税+”产业集群为特
色的新兴服务贸易业态。其
中，以保税商品展示交易中心
为主打造的保税商圈，已累计
引进了55家境内外客商，经营
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
的3万余种商品，涵盖服饰、鞋
包、食品和家居等多个品类。

两路寸滩保税港区
实施三年行动计划

力争到2020年进出口贸易额突破千亿元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其中“幼有
所育”更是摆在了增进民
生福祉的第一位。今年
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
多渠道增加学前教育资
源供给，推动学前教育健
康快速发展。

推动学前教育发展，
生动而真实地回应群众
的关切期盼，让群众对学
前教育放心、安心，重庆
需要啃下哪些“硬骨头”？

有教育专家表示，要
实现“幼有所育”、“幼有
优育”，解决幼教师资不
足、质量不高是必须要啃
下的第一个“硬骨头”。

作为我市唯一一所
以培养培训学前教育师
资为主的高等专科学校，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
学校担起“幼有所育”的
民生责任，从培育培训更
高素养、高能力、高质量
的幼师队伍出发，为重庆
实现“幼有所育”注入了

“源头活水”。

姓师、向农、为幼
“全市唯一”背后的责任

重庆幼儿师专是全市唯一的一所以培养
培训学前教育师资为主的高等专科学校，同时
也是全市唯一一所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培养
试点学校，是重庆市专科层次师范专业最齐全
的高职高专学校。

“全市唯一”彰显了重庆幼儿师专不凡的
办学定位，更是其办学水平的生动注脚，是多
年来学校不断逐梦、创新的积淀。

在坚守中逐梦，从1914年举办师范教育
以来，重庆幼儿师专始终坚守着立德树人的育

人观、成才励志的教育观、改革创新的发展观、
能力提升的质量观、开放兼容的办学观。多年
来，学校践行着“励志、笃学、仁爱、敏行”办学
理念，确定了“立足重庆，面向西部，辐射全国，
服务全国”的办学定位，更重要的是明确了“姓
师、向农、为幼”的办学宗旨，百年师范教育历
程和近60年的幼儿师资办学积淀，这些都成
为逐梦的源动力。

在逐梦中创新，2014年重庆幼儿师专先
试先行，在全市率先试点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
培养工作，探索全实践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和

“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同时，该校还牵头
137家幼儿园和早教机构成立园校联盟，牵头
27家演艺机构、文艺团体成立艺术职教集团，

与民间艺人成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师工作室，
“蒲公英支教团队”结对深度贫困区——巫溪
县天元乡，为贫困山区送去学前教育示范，为
山里娃播下知识和爱的种子。这些创新之举
突出了幼师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走出一条地
方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根植区域经济、园
校、校校深度融合的特色发展之路。

获教育部首批工学结合试点学校、重庆职
业教育先进单位、全国职业教育管理创新学
校、三峡库区移民培训基地、重庆市学前教育
师资培训培养基地、美育改革发展实验学校；
承办全国三峡库区职业技能大赛，2017年参
加全国第二届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能力竞赛获
团体一等奖和3个单项特等奖，重庆市高校师
范生技能大赛获一等奖；综合办学水平在师范
类专科层次办学中位居全市前列……

这一系列荣誉也印证了重庆幼儿师专作
为“全市唯一”应有的水平和质量。

逐梦与创新
促全市学前教育发展

为担负起“全市唯一”的称号，重庆幼儿师
专在内提升幼师培养质量，对外作出示范影
响，推动全市学前教育发展。

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办学是需要前瞻性
的，只有在更高视域下不断探索、创新改革，才
能最终促进“幼有所育”走向“幼有优育”。

办学的前瞻性，从学校的专业建设中足以
说明。

据了解，目前学校已形成以学前教育专业
为主体、以艺术专业为特色、师范专业和非师

范专业并存的专业群架构。同时，突出专业特
色和质量，不断对专业进行动态调整。

例如，过去的儿童玩具设计与开发专业如
今就变为了智能产品开发专业，不仅更贴近智
能时代学前教育的发展需求，同时也第一时间
对重庆智能产业发展和智能城市建设贡献
力量。

再比如，学校新增了“食品营养与卫生（学
前方向）专业”，及时填补了我市高校专业空
白。同样新增的“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专业
为规范和改善我市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工作
提供了人才支持。

办学前瞻性不仅体现在专业建设上，还体
现在培训辐射力的提升上。

近年来，重庆幼儿师专不断强化社会培训
质量，联合承办了中央教科院的幼儿园创新主
题研修会议、全市幼儿教师队伍建设工作会议
等，并多次承担国家级、市级各类培训项目，累
计培训幼儿园园长900名、中等学前教育干部
300名、幼儿园教师2600名，三峡库区移民培
训 6000 人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 4000
人次。

此外，重庆幼儿师专还与国内多所高校互
派互访，在教材开发、国考教师资格证试题库
建设等方面实现共同开发、资源共享，并与澳
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新加坡肯发科技有限
公司合作进行师资培训，打开了发展的新
格局。

这些举措彰显出重庆幼儿师专办学的前
瞻性、科学性，成就学校砥砺前行的魄力。

文秀月 刘进
图片由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提供

2016 年，重庆幼儿师专为进一步提
高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深化学
校教育领域改革，启动了乡村幼儿园教
师发展专项行动计划。

该项计划着力于对乡村幼儿教师进
行分段式培养，包括理论研学阶段、跟岗
实践阶段、反思交流阶段和训后跟踪阶
段，通过这 4 个阶段致力于为学员提供

“量体裁衣”式的培训。培训中，学员们
通过“听、看、问、议、思、写”的办法开展

基地园研修，亲眼目睹了先进教育跨越
式发展成果。同时通过与影子教师交流
学习，促进了教学思想、教育理念、自身
素养等方面的提高。

在这种超常规、跨越式的学习培训
模式背后，重庆幼儿师专还加强了培训
指导团队的“梯度”建设，邀请了我市高
校专家、教研员、一线幼儿园园长以及省
内外专家和一线专家园长等“走进来”，
进一步保障了培训的质量和效果。

心系民生 助力乡村幼师发展
深化教育领域改革范例>>>

我市从2014年开始实施学前教育公费
师范生定向培养，已建立和完善高校、区县、
幼儿园“三位一体”的协同培养机制，重庆幼
儿师专就是承担这项工作的高校。培养工
作实施3年多来，幼儿师专共招收学前公费
师范生742名。目前，公费师范生已毕业两
届共计317人，2018年新招273人。

在培育学前公费师范生时，重庆幼儿师
专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比如构建个性化
菜单式专业课程体系，构建由专业必修课、

实践教学构成的课程体系，邀请学前教育专
家和优秀幼儿园园长为他们进行专业讲座，
在优秀基地园建立以园长为核心的“名师工
作室”，实行学前公费师范生小组实践教学
等，甚至还专门为他们设计了一前一后

“ABA”呼应式见实习，实施每星期有校内实
训、每个月均开展教育见习、每学年必组织
行业实践的全实践教学。

最让学前公费师范生感动的是，重庆幼
儿师专为他们在各个区县挑选最优质的幼

儿园、最优秀的骨干教师班级进行影子研习
和跟班实习，还派出专业教师跟踪指导。

已毕业的两届公费师范生分赴24个区
县的幼儿园，成为在农村学前教育一线的幼
儿教师。从用人单位反馈信息和重庆幼儿
师专跟踪调查的情况来看，这些学生有活
力，专业能力强，适应岗位快，认真负责和吃
苦耐劳精神比其他学生有明显优势，用人单
位满意率达95%以上，赢得所到幼儿园的好
评和孩子们的喜欢。

三位一体 培育学前教育公费师范生

重庆幼师为幼有所育注入源头活水
探索实践教学培养路径 优化学前教育专业设置

开展儿童剧大赛，以多种形式促进学生综合能力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