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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至11日，由中宣部主办的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工作培训班在我
市举办，重庆向全国宣传思想文化战线
展现了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新气象
新风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新时代的伟大梦想需要道德根基支撑，
新时代的美好生活需要道德力量护
航。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市在立足“四
风”、倡导“四德”上下功夫、做文章，让
新时代道德成风化人，为新时代公民培
根铸魂。

夯实党风建设基础

党员干部示范引领社会公德

近年来，我市从坚定理想信念、践
行核心价值观、弘扬文明新风三方面着
手，发挥党员干部示范作用，以优良党
风引领社会公德、提升社会风尚。

3月25日开始，我市推出“晒文化·晒
风景”大型文旅推介活动引来各方关
注。“书记晒文旅”，由区县党委书记以
上率下、亲力亲为，化身“导游”和“代言
人”，现场讲述本区县精彩人文故事，推
介本区县奇美自然风光，并制成视频短
片广泛传播，激发了广大群众热爱祖
国、热爱家乡、奉献社会的热情。到目
前，已有7个区县开展了推介活动，产生
了广泛的社会反响。

4月8日，璧山区委书记蓝庆华作
为“文化导游”，把璧山的历史文化、人
文风情、自然风光、城市发展等内容一
一展现。

璧山区丁家街道莲花坝村党支部
书记张霞告诉记者，莲花坝村以发展苗
木花卉为主，带有莲花坝村镜头的“书
记晒文旅”作品播出以后，美景吸引了
大量旅客慕名前来，增加了村民收入。

“这次‘双晒’带来的变化，更加坚
定了村民们对未来发展的信心。作为
一名基层干部，我将好好把握这次机
会，做好新时代乡村振兴的‘燃灯者’，
为乡亲们做好实事。”张霞说。

在重庆，一批批优秀党员干部发挥
示范作用，迅速挺立在引领社会公德的
时代前沿——

被授予“改革先锋”称号的江北区
观音桥街道“老马工作室”负责人马善
祥，其创立的“老马工作法”成为全国调
解员的学习范本。习近平总书记为他
点赞：“我们需要千千万万这样的基层
干部。”

用生命兑现承诺的杨骅，带领困难
群众披荆斩棘、彻底摆脱贫困的事迹感
动了很多人，激励了很多人；

被追授“时代楷模”称号的杨雪峰，

从警21年始终扎根基层、奋战一线。
杨雪峰执法公正，一心为群众排忧解
难，被当地群众称为“暖警”……

他们的先进事迹报告会“走”遍巴
渝大地，更“走”进重庆广大干部群众的
灵魂深处。

突出行风建设重点

提升优质服务彰显职业道德

“走快点，老人还在家里等着我
们！”近日的一个早上，九龙坡区陶家镇
九龙村的田坎上，一行人身穿白大褂，
背着背篼，正匆匆地赶路。

他们是九龙坡区陶家镇卫生院流
动体检队的队员，由全科医生、全科护
士、体检医生、乡村医生等组成。他们
每月自发用背篓背起医学仪器，为陶家
镇各个偏远村落的老、弱、病、残等不便
出门的特殊人群免费上门体检。

半个小时后，体检队员们来到九龙
村二社94岁老人赵世华的家里。看到

医生来了，老人笑得眼睛成了月牙，满
眼尽是感动。医生廖代金弯腰拿出背
篼里的体检器材，同事将老人小心翼翼
地搀扶进屋里，并让她平躺着，开始为
她做心电图和B超检查。

多年来，无论雨雪寒暑，这支被当
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背篓医生”的流动
体检队都会准时出诊，为近千名村民进
行入户体检、健康干预和康复训练。

从坐诊到背上背篓，从卫生院到周
边的十里八村，变化的是行医范围，不
变的是基层医疗工作者对人民群众的
一片真心。

“背篓医生”的发起人，陶家镇卫生
院副院长邹镜说，“‘背篓医生’出诊带
给困难群众的不仅是服务，还有温暖和
支持，这是我们能够坚持下去的最大动
力。”

近年来，我市坚持围绕重点领域、
直面热点问题、打造亮点品牌一体谋
划、一体推进，以行风服务提质增效推
动职业道德建设。

医疗行业聚焦“为民惠民利民”的
要求，推动医务人员医疗水准和道德水
平同步提升；

教育行业组织开展“最美教育工作
者”展示活动，评出最美校长75名、最
美教师200名、最美班主任60名、最美
辅导员60名；

交通行业集中整治交通出行不文
明行为5.9万起；

旅游行业梳理突出问题31类，督
促整改问题320余项，引导全行业诚信
经营、诚心服务。

紧盯家风建设目标

激活社会细胞倡导家庭美德

家住大渡口区跃进村街道大堰社
区的涂永珍一家，是2018年大渡口区

“最美家庭”之一。
涂阿姨一家五口，“勤俭、健康”的

家训，从她和丈夫周吉星日常的言行举
止潜移默化家庭成员，成为小家庭和睦

的基石；这四字家训又慢慢渗透到社区
大家庭里，成为邻里模仿、敬佩的范例。

除了操持家务事，涂永珍平时都爱
在社区里转悠，看看社区哪里有不文明
行为，好第一时间劝导；瞧瞧哪家有纠
纷矛盾，好及时调解。

大堰社区有一位李阿姨，爱打理花
木，却常把废弃的树枝、肥料扔到公共
地带。

“李大姐，你家的阳台真漂亮，可楼
道口也要干净才好。”“文明养花，花儿
才开得更好更艳。”“社区是大家的，我
们都爱护一点，大家庭才欣欣向荣。”涂
永珍不厌其烦地上门劝说，李阿姨不仅
改掉了坏习惯，还主动投身公益，带动
一群退休老人组建了一个养花兴趣小
组，扮靓家园。

近年来，全市以家庭和美、邻里和
睦、社会和谐为目标，以潜移默化、润物
无声的方式，引导全社会形成重视家风
家教家庭的浓厚氛围。举办“最美家风
大家谈”1800余场，创作推出“家庭教

育”主题书签、匾额、楹联等展示作品
3.4万件，评选出各级各类“最美家庭”
1.8万个，常态开展“好媳妇”“惜福家
庭”“孝老敬亲”等评选活动2700余场。

抓住乡风建设关键

建设精神文明涵养个人品德

在永川区基层，有180余个“乡贤
评理堂”，那里依托成长于乡土、奉献于
乡里的新乡贤，收集民情、反映民意、化
解民忧、汇集民智，维护公序良俗，涵育
文明乡风。

每一次评理，都是对乡风文明的一
次推动。

不久前，永川区双石镇双石社区一
栋老房子下水管堵塞，楼上楼下的住户
相互埋怨。

74岁的乡贤评理员温昌权得知后
主动上门，挨家做工作，“已经臭气熏天
了，咱们就别再怨气冲天了。”

“老温不是一块包包两边揉，而是
分清了谁家的责任，再批评教育。这不
算完，他还帮我们解决实际问题。”居民
代英说，在温昌权的提议下，几户人家
同意共同出钱整修水管以绝后患，“他
帮我们联系施工单位，硬是在这里连盯
了好几天，一直到修好。”

水管不堵了，居民的心也就不堵了。
近年来，我市广泛开展“乡贤善治”

活动，在基层培育新乡贤3200余名，健
全新乡贤参与自治事务决策、基层矛盾
调解等制度，助推“法治、德治、自治”有
机结合。

乡贤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由群众推选、受群众认可。靠着这种天
然的情愫和为民服务的劲头，他们进得
了家门，坐得下板凳，拉得上家常，建立
起感情；他们对邻里乡亲知根知底知想
法，经常可以问寒问暖问民情。

为充分发挥文明乡风浸润人心、规
范行为、涵养品德作用，我市还切实在
教育引导、实践塑造、制度保障上做文
章。针对家园脏乱、不孝父母、婚嫁恶
俗、丧葬陋习、乱摆酒席等现象，注重

“立约”规范、“亮约”引导、“违约”查处、
“守约”激励，深入推进移风易俗“十抵
制十提倡”工作，大力开展“清洁户”评
选，全市农村推广普及率超过70%，深
化开展婚丧礼俗整治、乡村环境美化、
封建迷信治理、敬老孝老等主题活动
5.9万场，着力淳化乡风、敦化民风、培
育新风。

在山城重庆这片炽热土地上，云蒸
霞蔚，道德新气象盛放着动人的风景。
蕴藏在老百姓内心的道德力量，正在不
断传递。

立足“四风”倡导“四德”

重庆为新时代公民培根铸魂
本报记者 张莎

▲沙坪坝区虎溪街道虎兴社区，小朋友们表演诵读
节目《三字经》。（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张锦辉 摄

◀九龙坡区陶家镇卫生院流动体检队的背篼医生
们穿行在一个又一个偏远的乡村角落，为需要帮助的村
民带去健康和温暖。（本报资料图片）

记者 郑宇 通讯员 刘佳 摄

壹号半岛，伫立在北重庆核心区
域的照母山金州商圈，拥享重庆城市
级配套、滨湖自然资源。在藏身湖山
之间，尽揽城际风华，问鼎重庆城心岛
居生活。

城市扩张
重庆核心区土地愈显稀贵

重庆作为国家中心城市之一，在
内陆开放高地建设、重庆自贸区等战
略的指引下，政策红利逐渐释放，重庆
尤其是主城区具备了向周边乃至全国
集聚人口的能力，众多全国乃至国际
一线企业纷纷来渝设立拓展西部的桥
头堡。

重庆社科院区域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李勇研究员指出，“随着自贸区
的获批，极大增进了重庆城市的对外
开放功能和国际化程度。重庆本身
是国家五大中心城市之一，在未来重
庆的城市影响力、聚集、吸纳功能将
更强。”

此时，城市核心的价值在拓展中
愈加凸显。伴随着重庆城市的高速
发展，城市核心区域的土地供应量
越来越少。据锐理数据统计，2018
年重庆主城区范围内共供应土地成
交面积 18706 亩，同比减少 32.1%。

虽然重庆土地市场火热，但土地供
应都集中在了内环以外，甚至外环
区域。业内人士表示，2019年，主城
核心区域物业的稀缺性和价值将进
一步提高。

大城已成
照母山城市中心价值日益凸显

经过多年拓城，北区的经济活力
得到了充分验证。两江新区不仅仅
成为重庆经济发展的排头兵，也成为
主城板块中最快迈向高品质宜居城
市的板块之一。以照母山的金州商
圈为例，历经十年发展后，这个片区
在主城区域板块的价值，得到前所未
有地得到认可——一个拥有城市级
配套、高品质人居环境的区域愈发成
熟繁华。随着2018年两江新区数字
经济产业园的确定，随着阿里、腾讯
等巨擘们在此开疆拓土，金州商圈辐
射的高端产业人口与居住人群数量
将进一步提升。

作为照母山区域开发的先行者、
见证者和守护者——约克郡通过无界
融入周边的教育、医疗、交通、商业等
配套体系，为居者不断创造超越当下
的品质生活体验。

预计于 2020 年开业的约克郡

购物公园（暂定名），将融合商业功
能与城市功能，打破城市与自然界
边界，创新打造“长江中上游城市
自然共同体商业”。其开创性的将
自然生态原理运用到商业体验中，
以新科技应用——智能恒温系统、
四季模拟系统及多媒体互动科技；
新生态尺度——约 6000 平方米室
内植物园空间、约 25 米左右瀑布
景观、约 7 万余株自然植物，再次

“培植”新城市空间——国内商业
综合体罕见的室内森林。业内人
士称，未来，约克郡购物公园将扛
鼎金州商圈，匹配区域未来百万人
口更高质的消费需求，提升重庆商
业的能级。

同时，区域内城市级的交通、教
育、医疗等配套更是日趋完善。交通
方面，随着轨道5号线（一期工程）的

开通运营及轨道15号线的规划，加
上金开大道、金州大道、金渝大道、金
通大道等七金路网的环绕，立体交通
网络快速通达全城；教育方面，两江
新区人民小学、巴蜀小学、耀中国际、
一中国际部等优良的教育资源，为高
端人群子女教育提供了优质的保障；
医疗方面，金山医院、重庆市人民医
院（在建）、儿童医院礼嘉分院等医疗
机构的投用，为居者的健康保驾护
航。

“买房置业所需考虑的各项因
素：地段的重要性、商业设施配套的
齐全、生活环境、以及楼盘自身品质
等”业内人士表示，照母山及金州商
圈的城熟繁华，让这里成为不二之
选。随着2017年后照母山土地出让
完毕，区域内的新房置业也进入了收
官阶段。

城心之上
最后的半岛展望美好生活

2019年，作为约克郡珍藏的最后
地块，壹号半岛位于照母山板块寸土
寸金的黄金位置，紧邻金州商圈核心
地铁上盖集中商业——约克郡购物公
园（暂定名），为居者带来一站式无缝
连接的消费娱乐和出行生活。在亲近
都市繁华的同时，还坐拥优越的自然
资源，面积约7万平方米的黄桷湖，私
享湖滨风景线。可谓出则繁华，入则
宁静。

“壹号半岛可能是城市核心区最
后的滨湖地块了，难得的将城市繁华
商圈和湖山自然景观两大资源有效融
合，或将为重庆带来顶级的城市生活

体验。”知情人透露，壹号半岛自身的
稀缺价值不言而喻，项目更在尊重土
地的属性及价值之上，精心打造理想
高端的居所。

在规划上，先预留出亲湖的景观
节点，再进行建筑规划的布局，而且是
独栋别墅和大平层这两种低密度业
态。产品层面，壹号半岛将又一次拔
升精装大平层的行业标准。据悉，作
为香港置地的第三代精装大平层，壹
号半岛或将推出只有三层楼的精装大
平层产品。在立面风格上，也将会是
全新的产品序列，带来与不同于以往
的居住体验。

近期，壹号半岛为城市高端人群
量身定制的首批大平层产品即将面
市。作为香港置地2019年的“壹号作
品”——壹号半岛将为城市核心的高
端人居带来怎样的生活展望，我们拭
目以待！

观察》》

入渝十五年
香港置地带来的城市遐想

优质的土地+优质的产品=独特
的长期价值，这是香港置地一直坚守
的信用公式。

与重庆一同走过的15年，香港置
地始终持续不断创新，以精品的创造
逻辑，为城市带来超越当下的生活体
验与产品。香港置地一直相信，进入
一个行业，专业化、极致化，才是走得
更远的方式。因此，不断更迭、进化旗
下产品，香港置地用精品改变行业与
城市对生活的标准，与城市抵达超越
期待的生活。

2019 年是香港置地的“置新之
年”，期待其打造更多的精品，让重庆
看见生活的质地。

张婷婷 图片由香港置地提供

壹号半岛地块，拍摄于2018年3月

城市留白地 照母山释放价值引力

壹号半岛 定制城心岛居生活

约克郡购物公园（暂定名）效果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