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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系列访谈”之九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未来5
年，重庆夜景将再升级，赏灯将成为城
市新名片。重庆日报记者10月10日
从市政府公众信息网了解到，市政府
日前印发《重庆市城市综合管理提升
行动方案》，要求突出精细化管理，推
进“大城细管”。打造精品夜景灯饰、
提升城市照明品质成为“大城细管”的
重头戏之一。未来，我市将突出“山、
水、城、桥”四大元素，着力打造“立体
山城”“光影江城”“魅力桥都”等重庆

夜景名片。力争到2022年，“重庆赏
灯”成为具有影响力的城市主题品牌。

据该行动方案，我市将以朝天门
广场、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弹子石中央
商住区为重点，将两江交汇区域灯光
建成特色鲜明、感染力强的精品灯光
秀，充分展示现代化大都市山魂之雄、
水韵之灵、人文之美。提升迎春灯饰
建设管理水平，把主城区迎春灯饰打
造成为特色旅游项目；打造城市夜景
旅游精品线路，策划推出鹅岭公园“两

江亭”、南山“一棵树”、鸿恩寺公园
“鸿恩阁”等山顶俯瞰观景，朝天门、
“呼归石”、烟雨公园、重庆大剧院等
江岸远眺观景以及夜游两江流动观景
线路。

与此同时，我市将重点开展主城
区“两江四岸”景观照明提档提质，
2018年建设提升渝中区长滨路朝天门
至储奇门段堤岸、南岸区南滨路慈米
龙老街和阳光100等景观照明；2019
年建设双碑大桥、嘉陵江大桥、高家花

园复线桥等景观照明，提升朝天门大
桥、千厮门大桥、东水门大桥等景观照
明。建设主城区“两江四岸”核心区域
景观照明智能化集中控制系统，实行

“一把闸刀”管理，有效提升主城区景
观照明整体性。2020年至2021年，逐
步实施主城区景观照明提升、完善，突
出山城江城不夜城特色，营造璀璨雅
致、动静相宜的立体山水都市夜景，到
2022年，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
城市夜景。

主城“两江四岸”景观照明提档提质
到2022年“重庆赏灯”将成城市新名片

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面临
怎样的困难？如何加强新时代
教师队伍的建设？9月28日，
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
大会精神，永川区教委主任赵
德君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专
访，畅谈了自己作为基层教育
工作者的体会和思考。

中小学教师队伍
建设面临一些困难

重庆日报：作为基层教育
工作者，您认为目前中小学教
师队伍建设存在怎样的问题或
困难？

赵德君：从总体上讲，现在
的中小学教师队伍还是能够承
担基础教育发展重任的，但仍
然存在一些问题。

从能力素质上看，教师队
伍整体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一是师德师风有待加强。教师
队伍涉及人数众多，人员素质
参差不齐，有极少部分教师缺
乏职业使命感，敬业精神不
足。二是部分教师专业素质水
平不高。缺乏积极性和主动
性，特别是个别年龄偏大的教
师跟不上新时代的步伐，运用
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教学的
能力不强。三是教师学历层次
不高。就乡村教师而言，整体
学历层次仅限于达标，高层次
人才不多。

从数量结构上看，教师队
伍缺编现象突出。一是师资总
量不足，配置不均。区县教师
总体数量不足，生师比达不到
配备要求。二是年龄性别结构
不优。新招录教师中男女比例
严重失调，教师队伍老龄化现
象突出，有些农村学校教师平
均年龄达到50岁以上。三是
学科结构性缺编突出。就乡村
义务教育学校而言，音乐、体
育、美术、英语等学科专任教师
不足。四是公办幼儿教师不
够。

四个方面提升中
小学教师队伍建设

重庆日报：您认为应该从
哪些方面入手解决上述问题？

赵德君：一是更加重视师
德建设。师德是教师队伍的灵
魂。要把提高教师思想政治素
质和职业道德水平摆在首要位
置，通过建立完善覆盖各级各
类学校的师德建设体系、宣传
树立师德典型等措施，整体提
升和展现新时代人民教师的良
好风貌。

二是更加重视专业成
长。专业素养是教师队伍的
根本。要通过实施国培计划、
信息技能能力提升培训等，完
善教师梯队建设，整体提升中
小学教师专业素质能力；同时
加强教师交流轮岗、以城带乡
等帮扶机制，促进教师专业发
展。

三是更加重视激发活力。
激励机制是教师管理的抓手。
要进一步完善学校收入分配激

励机制，激发教师的工作活力；
建立教师退出机制，完善中小
学校长优胜劣汰机制，营造让
好教师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

四是更加重视提高教师地
位。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
会风尚，切实落实各级各类学
校教师待遇保障，改善乡村教
师工作生活条件，特别要解决
好艰苦偏远地区教师的周转房
问题等。

重庆日报：在教师的师德
师风建设上，永川区有哪些好
的方法值得推广和借鉴？

赵德君：抓好教师队伍建
设，就是要把师德师风当作提
高教师队伍素质、提升教育形
象的首要任务来抓。我们采取
的措施简单说来就是“一立一
破”。“一立”就是以先进立标
杆，培树典型，通过评选表彰

“魅力校长”“爱心老师”“师德
标兵”等活动，营造“修师德、塑
师风、扬正气”的优良环境，在
全社会形成尊师重教的浓厚氛
围，激发教师的职业认同感和
幸福感。

“一破”就是以制度破顽
症，从严治教。健全完善师德
师风评价、考核、表彰机制，引
导教师牢固树立依法治教、廉
洁从教、潜心育人的自觉意
识。比如通过签订《治理教育
乱收费责任书》《师德师风责任
书》等方式，明确“师德红线”

“行为底线”，并畅通“信件+电
话+网络”三维立体举报渠道，
强化师德监管，着力破除师德
师风中屡禁不止的违规补课、
滥订教辅资料等顽症痼疾，营
造风清气正的教育环境。

让更多优秀教师
人才扎根乡村

重庆日报：怎样让更多优
秀教师人才扎根乡村，投身乡
村教育事业？对此您有什么建
议？

赵德君：教师职业越来越
受到社会敬重，对优秀人才的
吸引力越来越强，每年我们招
录新教师，每个岗位平均报考
率达到1∶20以上。

目前，永川区共有中小学
教师9000余名，其中乡村教师
约占50%。让更多优秀教师
人才扎根乡村，我们的做法有：
一是提高乡村教师待遇。全面
落实乡村教师岗位生活补助政
策和乡镇工作补助政策，如农
村教师补助标准提高至500-
900元/月，职称评聘适当向偏
远农村学校倾斜；今年还投入
资金700多万元，新建和改扩
建教师周转房190套，解决乡
村教师生活问题。二是提升教
师社会地位。如开展多种形式
的教师表彰奖励活动，大力宣
传优秀教师、爱心教师等先进
典型。三是实施关爱教师行
动。我们成立了教师关爱基
金，每年专门协调财政资金，救
助帮扶特困教师，建立起教师
奖励帮扶长效机制，帮助困难
教师解决燃眉之急、走出困境、
重树希望。

永川区教委主任赵德君：

让教师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本报记者 李星婷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10月10日，
重庆日报记者获悉，作为2018重庆（国际）
影像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的“拾城·摄影师
眼中的重庆”摄影创作活动，将于10月12
日至13日在江津区白沙镇举行。届时来自

“拾城”联盟的10名摄影师，将在古镇用镜
头“收藏”白沙的历史文化、新镇发展等，其
中的优秀作品将在渝中区进行主题展览。

据了解，“拾城”成立于2015年，是中国
首个城市纪实摄影师联盟，由近30名媒体
摄影师、自由摄影师等组成。摄影师们用镜
头关注中国城镇化发展进程，并通过精彩的
摄影作品呈现他们的观察与思考。

白沙镇在宋代时即形成集镇，为川南一
大水路要津，素有“天府名镇”“川东文化重
镇”之美称。10月12日起，来自“拾城”联
盟的10名摄影师，将在白沙镇以红、黄、蓝、
绿、黑五种颜色为主调，进行为期2天的摄
影创作。本次活动策划人表示，本次活动的
摄影师均为国内知名纪实摄影师，其中不乏

“荷赛”、中国新闻奖、徐肖冰纪实摄影奖等
国际国内大奖获得者。在他们的镜头下，白
沙镇的文化传承、新镇发展都将得到不同以
往的展示。

据悉，本次摄影创作结束后，主办方将
挑选出70幅作品，于11月3日至12月3日
在渝中区中兴路的淳辉阁进行《拾城·白沙》
的主题展览。

“拾城·摄影师眼中的重庆”
摄影创作活动12日在白沙启动

10 月 10 日，九龙坡区石桥铺
街道，轨道交通 5 号线巴山站建设
工地正在实施顶板钢筋工程，预计
今年底完成主体工程建设。巴山
站为 5 号线上规模最大的车站，采
用双岛四线设计，比普通车站多两
条线路，方便同一线路上的快车超
过慢车。

随着轨道交通5号线一期北段
于去年底开通运营，一期南段的建
设进展受到市民关注。据悉，5 号
线一期南段计划将于2019年9月底
前完工。 记者 郑宇 摄

5号线最大车站
巴山站主体工程年底完成

2018-41
根据《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规定》，现对以下拟供应宗地按出让年限商业40年、办公40年、住宅50年、工业50年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8年10月11日12：00－

2018年10月31日12：00。公告时间内有2家以上（含2家）申报的，将择日采取招标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公告时间内有1家申报的，将挂牌出让。招标拍卖日期另行通知。请有意受让者
在公告截止前到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土地和资源交易分中心索取出让具体要求和相关资料并进行报名，联系电话：63650270、63656187
（FAX），地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龙睛路2号凯比特大厦A1栋1楼，联系人：王先生。出让人：重庆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地址：重庆市渝中区人和街99号。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网站：www.cqggzy.com。

重庆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重庆联合产权交易所集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公告

商业、住宅类

序号

18090

18091

备注：1、土地面积以实测为准；2、竞买人取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后2个工作日内申请办理订立《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逾期则《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成交确认书》自行失效。

土地位置

两江新区水土组团D分区
D27-1/03号宗地

九龙坡区大杨石组团Q分
区F2-3-1/04号宗地

用途

二类居住用地

商业商务用地

土地面积（㎡）
77975.4

14548

总计容建筑面积（㎡）
≤194938.5
≤32006

最大建筑密度

≤35%
按规划要求

绿地率

≥30%
按规划要求

出让价款起始价（万元）

68229

13123

备注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万州龙沙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350010001 许可证流水号：657774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万州区
龙沙镇龙兴路112-124号

成立日期：1994-08-01 发证日期：2018-09-1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万州监管分局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大渡口茄子溪支行

机构编码：B0002S250000034 许可证流水号：658133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大渡口区
星港路279、281、283、285、287、289号

成立日期：1981-01-10 发证日期：2018-09-18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核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瑞山路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50080002 许可证流水号：657414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合川区
合办处瑞山路13号

成立日期：1993-03-01 发证日期：2018-09-3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合川监管分局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中什字支行

机构编码：B0003S350080005 许可证流水号：657415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机构地址：重庆市合川区
南办处书院路200号

成立日期：2001-04-01 发证日期：2018-09-30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合川监管分局

控规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项目名称：
重庆市主城区李家沱鱼洞O分区O24-2/
04、O24-3/04地块控规一般技术性内容
修改方案公示

行政辖区：巴南区

申请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单位：重庆
市渝兴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公示时间：2018 年 10 月 14 日至
2018年10月20日

公示地点：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
站、巴南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

咨询电话：023-66227071

城乡规划公告
机构名称：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彭水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庹小梅
机构编码：000127500243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葭镇南门街6号7楼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绍庆街道滨江社区插旗街42号江岸国际商业负1-2
成立时期：2010年3月23日
邮政编码：409600 联系电话：023-78445477
业务范围：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经中国保监

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9月28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尊敬的客户：

为给广大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中国
电信重庆公司电信平台将于2018年10月
16日 00:00-7:00和 2018年 10月 23日
00:00-7:00两个时间段进行系统维护升
级，期间全市部分区域C网用户将无法正
常使用语音，短信，3G（含1X）上网业务。
2018年10月16日00:00-7:00时间段影

响区域：涪陵/南川/武隆/丰都/石柱/垫江，
2018年10月23日00:00-7:00时间段影
响区域：忠县/梁平/万州。由此给您带来
的不便，敬请谅解！详情咨询10000号。

特此公告！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2018年10月11日

关于电信公司平台系统维护升级的公告

本报讯 （通讯员 陈正策）10
月10日，笔者从有关方面获悉，自9
月5日綦江区融媒体中心建成投入
试运行以来，该区新媒体矩阵用户覆
盖量已超过130万人。

綦江区融媒体中心由重庆日报
报业集团与綦江区联手打造，是全
市区县首个“中央厨房”模式的样板
项目。项目总投资700余万元，主
要围绕“中央厨房”这个龙头进行综
合集成，由新闻内容生产、新闻报道
指挥、网络舆情监测、新闻绩效考
核、新闻报送直达、全媒体资源服
务、区域媒体管理运营7个平台构
成。

“融媒体中心搭配先进的软硬
件设施，具有融合度高、开放性强、
扩展性好等特点，特别是‘中央厨
房’的打造，将实现采编流程再造、

生产方式变革，大大提升新闻生产
效率、传播速度。”该区融媒体中心
相关负责人表示，融媒体中心投用
后，有效促进“报台网微端”深度融
合，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的
有效整合。

目前，綦江已建立了以“大美綦
江APP”“綦江微发布”微信公众号、
綦江手机台为核心，包括各街镇各
部门自媒体平台和知名社会媒体平
台在内的新媒体传播矩阵。其中，

“大美綦江APP”下载用户量达到
31万户，“綦江微发布”微信公众号
粉丝突破10万户，綦江手机报订阅
数21万户。

“主流媒体创造出的产品如何让
用户‘点进来’，然后心甘情愿‘转
发’，需要好的内容和好的形式。”綦
江日报社相关负责人表示，传播手段

不断更新，但传播的目标是人，媒体
融合背景下，以用户为中心，时时处
处从用户的角度思考尤为关键，在这
当中，高品质的内容始终是媒体立于
不败之地的核心竞争力。

现在綦江的读者，通过微信公
众号、今日头条等看来自大美綦江
APP、綦江微发布、綦江手机台等新
媒体推送的新闻报道，已成为他们了
解家乡发展的主要渠道和阅读习
惯。截至目前，綦江新媒体矩阵用户
覆盖量超过130万人。

值得一提的是，在全市大数据、
智能化发展背景下，该区融媒体中
心作为区域大数据、信息化重要平
台，为未来在构建“新闻+”产业发
展，更好地参与服务区域智慧城市、
智慧生活建设等方面提供了更多可
能。

建成全市首个区县融媒体中心

綦江新媒体矩阵用户超130万人

本报讯 （记者 杨艺）10月
10日，市商务委发布消息，第十届
中国（重庆）火锅美食文化节将于
10月19日至22日在江北区金源时
代购物广场举行。本届火锅节以

“麻辣happy 城市节日”为主题，
以“全球化、全民化、全业化”为定
位，展出规模近5万平方米，将集结
70余个火锅品牌、300余家火锅供

应链企业，以及数万名火锅行业人
员参与，打造火锅行业的品牌盛会。

今年的火锅节活动内容丰富、
亮点纷呈。现场，消费者不仅能品
尝重庆的知名火锅，还将吃到各类

“国际火锅”。
“重庆火锅全球送”活动同样

是个惊喜。主办方与京东联动，定
制了全网火锅节快递箱，并随机附

送重庆火锅底料惊喜盒，火锅节期
间凡在京东商城购物的全球用户
即有机会收到来自重庆火锅的礼
物。同时，“全球千店万人共贺火
锅节”活动则将由重庆火锅的全国
各地分店及海外分店联动，拍摄祝
福视频，表达在全球发展的重庆火
锅人对重庆火锅、重庆火锅节的最
美好的祝福。

第十届重庆火锅节19日至22日举行
邀全球“吃货”共享火锅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