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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热门旅游目的地的重庆，每逢小长假都会迎来旅游
高峰，给重庆旅游服务带来新的考验和挑战。为提升重庆旅
游服务质量，市文明委推动开展“文明在行动·满意在重庆”工
作，协同40多个责任单位着力解决吃、住、行、游、购、娱等旅
游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并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城管
局、市交通局和市文化旅游委等部门联合开展节前暗访督促。

4月22日至25日，相关部门组织开展迎接“五一”专项
暗访，对主城九区及两江新区的环境卫生、交通安全、服务质
量、志愿服务、公益广告等情况进行排查。从暗访情况来看，
自“文明在行动·满意在重庆”工作建立长效机制以来，主城
各区、各有关单位高度重视，主动作为，措施有力，常态长效
抓好“满意在交通”“满意在住宿”“满意在餐桌”“满意在娱
乐”“满意在商铺”“满意在景区”六大行动，全市旅游环境和
服务质量持续向好，焕发新气象。

环境卫生：商圈景区亮丽整洁

商圈、景点是游客来渝的必去之地，其面貌一定程度上决
定着重庆的城市形象。4月22、23日，重庆日报记者跟随暗访
组先后到沙坪坝区、巴南区、南岸区、江北区等地进行了暗访。

在磁器口景区，不少前来观光的游客正在拍照留念和体
验街边美食。虽然景区人流如织，但地上并没有明显可见的
竹签和餐盒，景区卫生保持较好。

巴南区万达广场内的美食街每家店门前都放置了垃圾
桶，地上几乎见不到餐饮垃圾。一家火锅店老板表示，为了
美食街的颜值，他们每天都会按时清洗自己门前的路面。

在巴滨路，野炊者和烧烤摊也已经没了踪影，“禁止烧
烤”的标语随处可见。街道两旁绿树成荫，过去的“烧烤基地”
如今成了市民散步休闲的好去处。

而在园博园内，“垃圾不落地，环境更美丽”等文明标语随
处可见，几名清洁人员刚刚清扫完路面，正坐在路边闲聊。“大
多数市民都很文明，现在乱扔垃圾的人也越来越少了。”清洁
工刘大姐说。

在观音桥步行街，记者看到，街面整洁干净，两名环卫工
人在商圈内待岗，见到有垃圾就及时清理。还有不少市民扔
垃圾时，主动将遗落在外的垃圾捡起，放进垃圾桶。

服务质量：城市窗口服务热情

机场、火车站、汽车站是展示城市形象的窗口，它们影响
着来渝游客对重庆的第一印象。随暗访组在重庆北站北广
场、江北机场T3航站楼走访时，记者看到机场和火车站室内
外均保持干净整洁，随处可见志愿者为旅客提供热情的服务。

在沙坪坝火车站，工作人员引导来往旅客有序地通过安检。“大爷，您慢点，我来
帮您拿吧！”一位有些上了年纪的旅客正在通过安检，他随身携带的箱子有些沉，负责
安检的工作人员便主动上前拎起行李箱，帮助他快速通过安检。

夜幕降临，南岸区一棵树景区人潮涌动、车流如织，只见景区外道路每隔一段距
离就有交巡警在疏导交通，维持游客进出景区的秩序。

南岸区文明办主任罗先锋介绍，尽管距离“五一”小长假还有几天，但到南滨路、
弹子石老街、一棵树等景区观夜景的游客数量已经开始攀升，该区已强化夜间巡查，协
调交巡警、环卫、城管、景区等单位加大全天候执勤力度，确保广大游客能身心愉悦地领
略“南岸起风景”。

志愿服务：志愿者成山城新风景

得益于全市文明旅游志愿服务“联岗”机制，主城各区的景区景点再也不为招募
志愿者感到头痛了。

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文明旅游志愿服务“联岗”机制是以区县为单位，整合
志愿者资源，成立文明旅游志愿者联盟，统筹调配志愿者到景区景点上岗服务，以解
决部分景区景点志愿者力量不足的问题。

渝中区是景点聚集区，在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团市委等单位的支持下，有20
多家志愿服务组织和10多个高校志愿者协会与之结对。针对即将到来的“五一”旅
游高峰，渝中区已与红樱桃义工协会、重庆大学“音为爱国”志愿者协会等组织对接，
将在洪崖洞、长江索道、解放碑、贰厂、李子坝轻轨站、两江游港口等热门景点安排充
足的志愿者力量。

在江北机场T3航站楼，相关负责人表示，渝北区与机场协同，已经增加派驻机场
的志愿者人数，确保“五一”期间为游客提供满意的志愿服务。假期里还将有渝北的中
小学生志愿者上岗，发挥“小手牵大手”的示范作用，向来往旅客宣传倡导文明旅游。

据了解，渝北区不仅在3A级及以上景区设立文明旅游志愿服务工作站（岗），还
把景区志愿者共享安排到旅行社、出入境办证大厅，进一步靠前服务、贴心服务，用志
愿服务补充窗口服务，提高旅游服务质量。

问题数量明显减少，但仍需改进提升

暗访工作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暗访相较前几次，发现的问题数量明显减少，在
暗访检查、信息通报、媒体监督等方式的推动下，“文明在行动·满意在重庆”工作广泛
深入持续开展，各部门各区域更加重视旅游服务质量的提升，既各司其职、创新谋划，
又相互协调、共同发力，取得显著成果，但仍有一些方面有待加强。

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对于此次暗访中发现的问题，市文明办已于4月26
日组织召开“五一”期间“文明在行动·满意在重庆”工作推进会，并印发工作简报督促
限期整改，要求相关区县和部门迅速对照检查，举一反三、由点及面，切实整改、全面
提升，确保“五一”期间让八方宾客在重庆“行之顺心”“住之安心”“食之放心”“娱之开
心”“购之称心”“游之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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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4月28
日，来自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和重庆
高速集团消息称，5月1日至5月4日，
高速公路将继续实行7座以下（含 7
座）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免费时
段为2019年5月1日00：00点开始，5
月4日24：00点结束。

“五一”小长假4天，预计重庆高
速公路日均车流量较平时增长达到
86%左右，日均达到149万辆次，最高

单日车流量将会突破150万辆次。假
期总车流量同比上升12%左右，达到
596万辆次左右。预计4天假期高速
公路车流量呈“V”字形趋势，假期第
一天和最后一天车流量较大，假期中
间车流量相对较小。

其中易拥堵时段为每日8：00-
11：00和 13：00-23：00。最易拥堵
收费站有9个，分别是成渝高速G85
九龙坡站，渝武高速G75北碚站，渝

涪高速 G50 江北站，界水高速 G65
巴南站、武隆收费站，渝黔高速G75
巴南站、綦江站，以及 G93 沙坪坝
站。

易拥堵路段有7个，分别是成渝
高速：西环-中梁山隧道-白市驿，渝
武高速：北环-三溪口-北碚隧道-草
街，渝涪高速：东环-唐家沱-铁山坪
隧道-鱼嘴-箭沱湾，渝黔高速：南环-
G75巴南-一品-綦江，渝湘高速：南

彭-G65巴南-南环段，渝遂高速：铜
梁东-云雾山隧道段，以及长万高速：
长寿湖-桃花段。

事故多发路段有11处，分别是成
渝高速：中梁山隧道、缙云山隧道，渝
武高速：北碚隧道、西山坪隧道，渝遂
高速：云雾山隧道，渝涪高速：铁山坪
隧道、华山隧道-洛碛路段，渝黔高速：
一品-綦江路段，界水高速：龙凤山隧
道、石龙隧道，水武高速：白马至武隆
段隧道群。

高速集团称，事故多发路段主要
集中在隧道，请通行隧道时开启灯光、
控制车速、不要变道、谨慎驾驶。切勿
疲劳驾驶，行驶2小时左右可选择相
应服务区停车休息。

5月1日至5月4日高速公路小型车免费通行

“五一”假期出行易堵危险路段 看看都在哪儿

近日，中国经济信息社与携程旅
行网联合编制发布的《2018“一带一
路”旅游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表明，在“一带一路”游客出发地
排名中，重庆位居全国第五；在“一带
一路”入境中国的游客最喜欢十大目
的地中，重庆位居全国第八。重庆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双向旅游交流
呈现欣欣向荣态势。

文化旅游架桥
双向交流欣欣向荣

《报告》显示，随着“一带一路”交
往的深入，以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
作共赢和交流互鉴为特征的沿线国家
旅游交往密切，市场规模巨大，合作成
效显著。目前，中国和“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双向旅游交流超过6000万人
次，“一带一路”已成为世界旅游的热
点。在“一带一路”热门旅游目的地方
面，东南亚最受中国游客欢迎，南亚与
中东次之，东南欧国家则成为增长最
快目的地。

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发布的
《旅游绿皮书：2018-2019年中国旅
游发展分析与预测》显示，“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赴中国的游客数量保持稳定
增长，由2013年的903万人次发展为
2017年的1064万人次；中国游客到
沿线国家的出境游，由 2013 年的
1549万人次增长到2017年的 2741
万人次，5年间增长77%，年均增速达
15.34%。

有预测显示：到2020年，中国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向旅游人数将
超过 8500 万人次，旅游消费将达
1100亿美元左右。

重庆力量凸显
指标居全国前列

近年来，重庆积极响应“一带一
路”倡议，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
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全方位合作，在
健全开放平台体系、创新贸易业态、开
展多元化交流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
效。

《报告》显示，在中国游客到沿

线国家出境游中，2018年国内出发
地排名前 10的城市分别为：上海、
北京、广州、成都、重庆、南京、昆明、
武汉、西安、杭州。相比上一年，榜
单前四位的城市没变，重庆则由第
12位快速上升到第 5位，发展势头
喜人。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游客赴中
国旅行中，最受游客喜欢十大目的地，
分别为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成都、
杭州、南京、重庆、西安、武汉。

来自重庆市文旅委的数据显示，
今年第一季度，全市接待境内外游客
14297.23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1206.9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51%
和 32.17%。其中，接待入境游客
48.65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3.2亿美
元，同比分别增长8.23%和14.9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渝游客增幅明
显。

讲好重庆故事
发挥好带动作用

“‘一带一路’让更多的重庆游客
走出国门，向世界讲述重庆故事，展示
重庆的文化和风采，增进彼此的了解，
促进政策融合、设施互通、经济合作、
人员往来和文化交融。”重庆市政府旅
游发展高级顾问、重庆旅游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罗兹柏称。

市文旅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
重庆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白俄罗斯
的首都明斯克市、匈牙利的首都布达
佩斯开展了旅游合作，效果明显。今
年，重庆将进一步深化境外旅游的交
流合作，加强与亚太旅游协会、世界旅
游业理事会等国际性旅游组织的合作
交流，鼓励各区县、各旅游企业在境外
设立工作机构，持续畅通和拓宽我市
旅游对外交流的渠道，进一步创新入
境旅游营销方式，完善“1+N+X”的旅
游外宣平台，稳步在重点客源城市建
设重庆文化旅游推广中心，让重庆旅
游全面融入国际市场，力争年接待入
境游客同比增长20%以上。

到2022年，重庆将力争建设成为
国际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2018“一带一路”旅游大数据报告》发布——

客源地排名全国第五
目的地排名全国第八

本报记者 韩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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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游客最喜欢的十大目的地

本报讯 （记者 崔曜）重庆日报
记者从重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获
悉，4月28日起，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在
边检现场设立“一带一路”通道，为“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人员出入境提
供更高效便利的通关环境。

据介绍，4月28日，国家移民管理
局公布了第一批设置“一带一路”通道
的口岸，包括重庆、北京、上海、广州、
厦门、深圳、成都等12个航空口岸，以
及满洲里、二连浩特、霍尔果斯、友谊

关、东兴、磨憨等6个陆路口岸。
即日起，重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

站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T3航站楼边
检出入境现场设置“一带一路”通道，
为执行“一带一路”建设重点工程、重
要合作、重大项目或参加“一带一路”
有关会议、活动的中外人员办理边检
手续提供便利。

符合通道使用条件的出入境旅
客，可前往边检出入境大厅“一带一
路”通道办理边检手续。

重庆机场边检站开设“一带一路”通道

“一带一路”游TOP20出发城市
2018年排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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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全体学生
“教学+活动”人人都能动起来

在万州区上海小学，针对篮球的
教学和活动已经覆盖到了每一个学
生，哪怕是一年级新生也有专门的启
蒙式篮球课堂。

据了解，在充分尊重不同年龄段
学生的身体发育情况和思维发展规
律基础上，该校创建出启蒙、引导、合
作的“分段渐进式”篮球课堂教学，同
时在篮球课堂中推行仿练结合、说练

结合、思练结合、评练结合、展练结合
的“五练结合”教学方法，并实施“体、
能、知、情、意、行”于一体的教育，篮
球教学特色渐显。

为进一步提高篮球课堂的教学
效果，万州区上海小学还通过移植、
拓展、组合、原创、选用策略创编篮球
教学游戏，解决“兴趣”与“技能”冲突
的问题，提高了“趣味性”、“有效性”、

“普及性”，让人人都能掌握篮球这门
运动技能。

恰如校长林美君所言，要充分激

活孩子对篮球的兴趣爱好，提升他们
的篮球水平，不能仅仅依靠课堂，还
需要丰富的篮球活动来引领带动。

因此该校构建实施了“三段五步
式”赛星活动，活动分班级活动、以赛
促练、评星激励三个阶段，以及班内
三人制联赛、个人展示赛、“青蓝杯”
篮球赛、评选球星、展示球星这5个步
骤，旨在鼓励和带动学生主动参与收
获成长。

每学期起码保证每个学生上15
课时的篮球课，每周参加课外篮球专

项活动不少于2次，再加上大课间篮
球活动和教师校本篮球培训，在这里
教师人人能辅导学生篮球练习，学生
人人都能动起来。

挖掘篮球内涵
“科研+文化”特色名片更闪亮

篮球是孩子们掌握的运动技能，
也是学校“一校一品”的有力体现。

一张特色名片的铸就并不是轻
而易举的。正如万州区上海小学的
篮球特色，除了要在教学与活动中下
功夫以外，同时也要在科研和文化上
寻找动能。

2008年该校承担了中国教育学
会重点规划课题——《小学篮球教学
模式研究》，针对小学篮球教学内容
零散、无系统目标、无评价办法等问
题开展研究。

科研过程中，该校及时把研究成
果运用到打造篮球特色实际中，编写
出篮球校本教材，并在检验中不断优
化成果，5次修改“校本教材”，后来出
版的《篮球启蒙》更是受到市内外多
所学校采用。为深化特色，2016年该
校又承担“十三五”重庆市规划课题

《小学篮球教学游戏创编研究》，旨在
指导篮球课堂教学游戏化。

以科研为先导，万州区上海小学
的篮球特色发展了、纵深了，也巩固了。

但对于学校而言，无论什么特
色，都必须让学生受益得到浸润。

因此该校利用教室、走廊、操场
等空间营造篮球文化，让更多学生了
解篮球、喜欢篮球，通过校报、宣传
栏、校园网络宣传校园“篮球之星”，
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勇于进取。不仅
如此，从校徽、校旗、备课笔记、作业
本、办公用品到校园每个角落，都呈
现出很多篮球元素，潜移默化地影响
着师生，陶冶着师生情操，也引导师
生形成正确的情感、态度、价值观。

辐射引领带动
“交流+拓展”开辟育人新路径

凭着篮球特色，该校近年来还在
重庆市第五届全运会中荣获少年男
子组冠军，连续5届在万州区小学生
篮球比赛中获得男子女子“双冠军”，
同时篮球教学还获得重庆市人民政
府教学成果奖一等奖，被重庆市教委
授予首批体育（篮球）特色学校，2015

年被教育部授予学校体育工作示范
学校。

“以篮球为支点，我们也在思考
并实践着如何带动更多万州青少年
热爱体育，并辐射引领更多市内外学
校在特色校园打造中走出新路径。”
林美君说。

2014年，该校成立了重庆市万州
区希望之星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聘请
万州区体校专职篮球教师、三峡学院
体育系篮球专项学生到校参加课余
训练，同时还建立篮球梯队进行有计
划的训练，培养出不少篮球特长生。

此外，该校主动开放展示篮球研
究成果，还建立了篮球联盟学校，分
享成功经验，引领区域学校篮球特色
发展。目前西部体育骨干国培教师
已经3次到该校参培，周边区县及外
地不少学校领导和教师也到校交流
观摩了篮球特色。

以特色强校、特色立校的万州区
上海小学用行动和成绩印证了学校

“投入，只为更出色”的学校精神，成
为一处彰显言行立品、生命灵动的智
慧乐园。

文秀月 刘进
图片由万州区上海小学提供

篮球操

2018年，万州区上海小学被
教育部授予全国青少年篮球特色
学校。

全国青少年篮球特色学校究
竟何以炼成？万州区上海小学校
长林美君谈到，学校在发展篮球
特色时不仅仅只注重教学和训
练，同时还将规划、科研、文化、活
动等创新融入篮球特色打造中，
由此也拓宽了这项体育教育的发
展维度。

万州区上海小学 让孩子青出于“蓝”胜于“蓝”
全国青少年篮球特色学校何以炼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