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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投入
三年扩容415个班、1.87万个学位

2015年，万州投入200万元实施
五桥实验学校改扩建项目，新建学生食
堂1500平方米，彻底告别师生顶烈日
冒寒风就餐的历史；2016年，万州投入
2500万元为五桥实验学校改扩建了实
验综合楼、学生宿舍楼，办学条件提档
升级……

随后3年，万州每年都对五桥实验
学校给予投入，改善了学生运动场所，
改造了教学楼外墙，建设了人工智能教
室、精品录播教室等。

办学条件底气十足换来了办学质
量的不断攀升，原本流失的生源渐渐回
归，学校不仅化解了“大班额”，还腾出
80%的学位给进城务工人员子女。

3年来万州累计完成城区教育扩
容项目40个，扩容415个班、新增学位
1.87万个，目前正在实施的教育扩容项
目51个，建成后将扩容753个班、新增
学位3.77万个。扩容背后是大手笔的
投入，也是大格局的优化。

城区学校不打拥堂，农村学校也要
有足够好的条件才能留得住学生。

万州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义务教
育均衡发展，近3年教育经费总投入达
到94.6亿元，制定了“中小学布点专项
规划”和“布局结构调整实施意见”，超
前规划城市新区学校建设，整合了7所
农村初中和7所农村小学。

尤其是在实施“全面改薄”“城区扩
容”等项目中，还专门建立项目审批绿
色通道，大力推进学校标准化建设。先
后投入13亿元，建成农村寄宿制学校
46所、学校校舍场地项目建设110个，
新增校地21.8万平方米。

加创新
改革办学模式为薄弱学校减负

文德初级中学是今年万州落成的
新学校，为了让文德初中办成立足万
州、辐射库区的精品初中，该区牵头万

州二中和文德初级中学进行集团化办
学，将优质初中教育资源辐射到新学
校。区教委相关负责人谈到，文德初级
中学将弥补江南新区优质教育配套的
短板，有助于江南新区的发展。

消解“大班额”现象除了增加投入
改善办学条件外，还需增加创新力度深
化办学模式改革，通过集团化办学、学
区管理、城乡结对等方式，为薄弱学校
注入发展活力，进一步缩小校际差距，
让老百姓就在家门口享有好学校。

万州采取“名校带弱校”“名校带新
校”等形式推进集团化办学。

成功试点电报路小学“一校四区”
办学格局后，该区相继实现15所学校
带36个校区的集团化办学模式，扩大
了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并投入14.21
亿元改善教育集团校区办学条件。同
时开展“百所学校手拉手”活动，让40
所城区中小学与80所农村中小学结成
帮扶对子，17所农村“领雁工程”项目
学校分别与21所城区示范学校合作共
建、捆绑发展。重庆市第三期农村中小
学“领雁工程”项目已启动，拟将建成课
程创新基地3个，教研工作坊4个。

为彻底减轻村小等薄弱学校负担，
万州强化学区管理，实现农村村完小与

中心校“行政工作、经费安排、师资调
配、教学教研、质量考核”五统一管理，
并设置14个教研片区定期开展教研活
动，充分发挥优质学校辐射引领作用。

加质量
活用资源找准特色发展突破口

渝鄂交界的边贸集镇，距万州城
50公里，离湖北省界仅有5公里，在这
里伫立89年的龙驹中心小学，是一所
名副其实的偏远农村学校。

在万州区委、区政府和区教委的支
持下，学校新建起综合大楼，改建了旧
教学楼，每间教室都配上了电子白板和
新课桌椅……

校园面貌焕然一新的同时，学校乘
势突围提升教育质量。借力新修的室
内乒乓球训练馆，把乒乓球特色教育开
展得有声有色，借力不断改善的乡村少
年宫，组建篮球、书画、国学、古筝、十字
绣等20余个社团。学生多次在市区级
比赛中获奖，无论是身体素质还是综合
能力都得到提高。

有家长感叹：这样的好学校在身
边，何必还费尽心思往城区挤。

条件好了、学位有了、教师多了，更
为重要的是活用这些资源，提升城乡学
校的办学特色和育人质量，这样才能从
根上消除“大班额”现象。

聚焦课程改革，万州各学校通过课
题带动、教研驱动、技术促动、活动推动
等方式，构建起学科“优质课堂”教学基
本模式25个，设立翻转课堂、云课堂、
慕课、微课等9个区级试点研究项目，
促进教育信息化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

同时在特色建设方面深入实施
“2＋2”项目、课程辅助活动等，命名国
家、市级艺体特色学校50所、区级美育
实验与改革发展学校25所，学生参加
各级各类比赛获国家级、市级奖励
1100余人次，19人获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区长奖。

加关爱
落实精准扶贫改善教育民生

2016年以前，五桥实验学校因教
学楼陈旧、设施设备简陋、宿舍条件差
等被学生诟病，导致部分学生学习劲头
不足，个别甚至产生了辍学的念头。

陈芳就是这样的学生，她辍学在家
后，学校校长和班主任6次走进家里劝
她复学，鼓励她到新修的操场、寝室、教
室去看看。看到学校的大变化和同学
老师积极向上的身影，陈芳选择了复
学，今年还考上重点中学。

控辍保学是“实现义务教育有保
障”的硬骨头。

结合学籍、资助、扶贫和户籍系统
比对，万州逐校点、逐村组对义务教育
阶段14349名建卡贫困户子女进行控
辍保学排查，并对1225名残疾学生通
过随班就读、特教中心就读和送教上
门、远程送教、送温暖等方式保障受教
育权利。

为了让农村孩子、贫困学生、留守
儿童感受到教育带来的温暖，让他们对
自己身边的教育有信心，除了控辍保学
外万州全面落实教育精准扶贫，全年落
实学生资助资金 1.4 亿元，惠及学生
15.9万人次，杜绝了因贫辍学现象。

同时开展教师入户活动，17806人
次教师走访了45038户贫困家庭，强化
劝返复学、政策宣传、励志教育、心理疏
导、结对帮扶等工作。

为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上好学，万
州想尽办学增加学位，确定36所城区
学校为进城务工子女就读学校，每年安
排4000余名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入
学。

当教育机会更加公平，幸福民生就
更有保障，“大班额”现象也逐步消解。

文秀月 刘进
图片由万州区教委提供

万州地处三峡库
区腹地，是全市人口
最多、教育体量最大
的区县。多年来由于
特殊区情，“大班额”
现象成为万州推进义
务教育均衡发展的瓶
颈。

为破解“大班额”
现象，近年来万州打
出 组 合 拳 做 好“ 加
法”，加投入、加创新、
加质量、加关爱，科学
统筹城乡义务教育一
体化发展，实现了量
大 质 优 的 转 变 。 如
今，城区学校人满为
患、乡村学校无人问
津的情况逐步好转，
城乡学校的孩子都能
在家门口上好学，实
现学习成绩与综合素
养的双提升。

破局
均衡关键词

龙驹中心小学愉快的美术课堂

数说义务教育均衡>>>

●近三年教育经费总投入

94.6亿元，其中财政性教育

经费85.04亿元。

●建成农村寄宿制学校46
所，新增校地 21.8 万平方

米。
● 近 三 年 新 聘 用 教 师

1004名，其中922名教师

补充到农村学校。

●40所城区中小学与80
所农村中小学结成帮扶对子。

●近年来，命名国家、市级艺

体特色学校50所，区级美育实

验与改革发展学校25所，学生

参加各级各类比赛，获国家级、市

级奖励1100余人次。

●每年安排4000 余名
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入学。

●累计资助经济困难学生

21.76万人次，营养改善计划

惠及学生35.1 万人次，完成

13所高海拔学校“取暖工程”。

万州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让城乡学校皆受益
做好“加法”消除大班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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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创新求变
向高质量发展迈进

2012年，正值传统百货面临电商
不断挤压市场的关键时期，对于刚刚
开业的大坪商都而言，可谓“生不逢
时”。然而，面对足够大的压力，大坪
商都通过对市场的敏锐判读以及对
未来零售行业发展趋势的深度分析，
清晰地意识到：创新，才是传统百货
唯一的出路。

而如何创新，成为最为紧要的课
题。

“在当时的零售格局下，线下零
售企业应该以‘文化、互动、体验’为
主诉求，将商业环境极大地融入娱乐
的主题、艺术的主题、人文的主题等
等，将商业嫁接更多跨界的元素，给
予消费者人性化的关怀，丰富多元化
的体验，形成新的商业空间和氛围。”
大坪商都相关负责人表示，除了为顾
客提供高品质的商品之外，更要寻找
到消费者内心的精神诉求，用更优质
的购物空间和文化氛围去推动百货
商场的高质量发展，满足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需求。

因此，大坪商都围绕“商文融合”

的发展理念，不断创新求变，用7年时
间打造出一个又一个传统百货转型
升级的经典范本。

例如，打造商圈盛事—“疯狂的
大坪”、挖掘城市文化——春季VIP
答谢会、继承传统文化——大坪庙
会、创造反季热点——主题夜市、打
造原创IP形象——嘟嘟妹、引进艺术
空间——城市三部曲摄影展，主题美
术陈列等一系列“招牌式”经营案
例。通过不断加码文化、艺术氛围营
造以及互动体验，不仅留住了顾客，
更逐渐培育出新一代年轻客群。此
外，大坪商都还首度创立“郁美荟”
VIP服务体系，为顾客推出一系列个
性化、专属化的服务项目，为顾客在
消费过程中带来更多附加值。

“坚定不移地走品牌化运营道
路，培育一批自身的营销特色品牌，
才能持续给予顾客新鲜感和获得
感。”大坪商都负责人认为，创新求
变不是空谈，商都每年都会对前一
年的经营项目进行不断巩固和升
级。例如今年在“疯狂的大坪”活动
中联合匈牙利领事馆，举办音乐会、
艺术展，不断升级活动内容，巩固与

顾客的情感纽带；持续开发原创 IP
形象“嘟嘟妹”周边产品，进一步增
强 IP形象辨识度，传递企业文化理
念和品质生活方式。

“商业零售转型升级的课题广泛
而复杂，创新求变之路没有终点，未
来任重道远。”该负责人表示，在实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企业高质量
发展的路上，企业更需继续头脑清
醒、砥砺前行。

以爱之名
为收官之作画上圆满句号

除了在思维和商业模式的创新
上下功夫，大坪商都同样善于捕捉
人们心中的美好，在大坪商都看来，
爱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源动力。因
此，在本次7周年庆特别企划中，大
坪商都特别以“爱无边际”为主题，
分3个阶段开展为期一个月答谢回
馈活动。

“多年来，之所以能够获得顾客
的青睐，取得良好的业绩，离不开供
应商伙伴的鼎力支持和帮助。”该负

责人表示，在本次活动中，特别以“7
心共进”作为第一阶段的开篇，并专
门为供应商伙伴举办答谢晚宴，巩
固零供关系，提升工作效率，进一步
服务于消费者。

此外，作为大坪商都年终收官之
作，为了答谢忠实VIP顾客，将在第
二阶段以“7乐无穷”为主题，正式启
动内购会，并重磅推出郁美荟微信会
员购物享7倍积分、5000积分兑换50
元百货通用券以及50元男品券、积分
满777分送定制好礼一份、微商城10
元限量秒抢等诸多优惠福利。同时，
顾客凭内购券入场即可专享9小时购
物专场，商都更将营业时间延时至
23:30。

据介绍，在第三阶段“不7而遇”
中，除了继续推出众多优惠活动之
外，还将举行百人生日派对，并特邀
糕点大师制作巨型生日蛋糕，顾客可
凭当日任意百货类购物小票领取定
制蛋糕一份。

汪正炜 张歆怡
图片由大坪商都提供

传统百货如何在

新的市场环境下依靠

创新不断转型升级？

面对这一课题，新世

纪百货大坪商都用实

际行动交出了一份精

彩的答卷。

12 月，大坪商都

即将以“爱无边际”为

主题正式开启 7 周年

庆特别企划活动。回

顾过去7年，大坪商都

始终将创新思维贯穿

于 整 个 经 营 工 作 之

中，并不断摸索尝试

新的商业模式，坚定

不移地走品牌化运营

之路，为推动企业高

质量发展注入了澎湃

动力。

12 月 6 日—
8日：“7”心共进

男女服饰、
家居童玩全场 3
折起

世纪卡友当
日购百货类商品
积分满777分，送
定制好礼一份

郁美荟微信
会 员 可 凭 20000
积分兑换 300 元
百货类通用券

12月13日—
15日：“7”乐无穷

男女服饰、
家居童玩低至 1
折

12 月 13 日
营业至 23:30，全
年一次，凭内购
券入场享受 9 小
时专场购物

12 月 13 日
当天郁美荟微信
会员购物享 7 倍
积分、5000 积分
兑换 50 元百货通用券以及
50元男品券

微商城及线下专享低
折扣狂欢、折上折、品牌日、
限时购、精选单品一口价

微商城10元限量秒抢
12 月 20 日—25 日：不

“7”而遇
商都微商城：100 元团

400 元服装券 100 元女装券
2张+100元男装券2张

12 月 20 日—22 日：郁
美荟微信会员消费可享 7
倍积分

微商城开启7元秒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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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坪商都7周年庆艺术美呈

大坪商都“爱无边际”7周年庆即将启动

以“商文融合”打造核心竞争力
大坪商都坚守创新精神走品牌化运营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