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造一新的巴滨路阳春湿地公园改造一新的巴滨路阳春湿地公园，，成为市民休闲成为市民休闲
娱乐健身的好场所娱乐健身的好场所。（。（摄于摄于20202020年年77月月99日日））

特约摄影特约摄影 钟志兵钟志兵//视觉重庆视觉重庆

老旧工业片区转型升级
主要任务

充分挖掘老旧工业片区的文
化内涵和再生价值，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强化老旧工业片区连片改
造，优化城市空间，激活经济活力。

建设亮点
有序推进第二十一兵工厂车

间旧址项目、重庆市建川博物馆、
重庆工业文化博览园、特钢厂整
治提升等示范项目。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
主要任务

按照综合改造和管理提升两
种途径，本着“连线成片”原则，持
续滚动推进全市城镇老旧小区改
造和社区服务提升，着力打造“完
整社区”“绿色社区”。

建设亮点
“十四五”期末，力争基本完成

2000年底前建成的1.02亿平方米需
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升任务。

传统商圈提档升级
主要任务

加快推进解放碑等步行街
改造提升，推进观音桥、南坪、三
峡广场、杨家坪等成熟商圈提档
升级，加快大坪、嘉州、金州、保
税港等新兴商圈扩容升级，开展
智慧商圈示范试点，逐步形成全
市智慧商圈服务体系。

建设亮点
2020 年，全面推进中心城

区观音桥商圈、解放碑商圈、杨
家坪商圈、南坪商圈、三峡广场
商圈等更新改造。

公共服务设施与公共空间优化升级
主要任务

新建和改建一批便民服务设施和医疗
卫生、基础教育、文化体育、社区养老等公共
服务设施，形成公共服务设施网络体系。综
合利用零星用地、低效用地建设公共活动空
间，提升城市公共空间品质。

建设亮点
继续推进17条约353公里“山城步道”

的建设工作。2022年，主城都市区增加城市
绿地 1500 万平方米以上，新改建社区公园
（游园）和社区体育文化公园300 个，“两江
四岸”近期治理提升范围109公里岸线治理
提升工程全面完工。

其他城市更新情形（涉及存量住房改造提升、
存量房屋盘活利用等）

主要任务
深入推进棚户区（含城市棚户区、城中村、国有企业棚户区）改

造，切实做好城镇危房搬离整治，通过拆除和修缮加固及改扩建等
方式，科学对存量住房实施改造提升，消除房屋安全隐患，完善房
屋功能配套，提升房屋居住品质，切实改善群众居住条件和环境。

建设亮点
2020年计划完成棚户区改造13.7万户。开展中心城区住房

空置率调查，完成由栋到户为单元的住房空置率测算；开展存量
住房调查，建立和完善住房综合信息大数据库；开展重点区域住
房情况调查，建立存量房改造利用专题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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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实习
生 李明岩）记者日前从江北区检察院
获悉，江北区检察院与江北区公安分局
共同签署《关于办理涉市场主体案件工
作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将集两
家之力，助推“六稳”“六保”政策措施落
实落地。据悉，这也是全市范围内出台
的首个办理涉市场主体案件工作办法。

江北区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办法》对于应保护的涉民企刑事案件
对象范围的划定、特殊案件标识、经济
影响评估、追赃挽损、信息共享、调研总
结等作出了全面规范，建立了检察机关
和公安部门涉市场主体案件办理相关
联系协作机制。

如何划定应予保护的涉民企刑事

案件对象？《办法》明确提到，涉企刑事
案件是指企业、企业主（即法定代表人、
实际控制人）作为案件一方当事人的案
件，或是企业管理人员、关键岗位人员
（含技术骨干）作为案件一方当事人，且
案情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案件。
为提升民企刑事案件的办案效率，《办
法》规定，对企业有关负责人犯罪与企
业生产经营活动有关，依法可能判处三
年以下有期徒刑，不逮捕不致发生社会
危险性的涉企案件，一般不移送检察机
关提请批准逮捕，直接移送审查起诉。

对重大涉市场主体案件，双方应加
强沟通，公安机关原则上商请检察机关
提前介入引导侦查取证，检察机关一般
应予提前介入，按照以审判为中心和庭
审实质化的要求，对进一步收集、固定、
完善证据提出建议，确保案件证据体系
在侦查终结时达到起诉标准，着力减少
延长侦查羁押期限、退查和延长审查起
诉期限次数，提升办案效率。

重庆首个办理涉市场主体案件工作办法出台

涉民企刑事案件划定保护对象

本报讯 （记者 陈维灯 实习
生 何星熠）近日，两江新区生态环境分
局组织辖区污水处理厂员工及部分市民
代表，来到重庆三峰环境产业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三峰环境）所属重庆丰盛
环保教育基地，详细了解世界垃圾处理
概况、丰盛垃圾焚烧发电厂工艺技术等
情况，并参观了焚烧发电厂工艺流程。

三峰环境是专业从事生活垃圾焚
烧处理项目投资、建设和运营的环保集
团公司。截至2020年6月，三峰环境
在国内已投资45个垃圾焚烧发电项
目，日处理生活垃圾50950吨；技术和
装备已应用到国内及美国、印度、埃塞
俄比亚、泰国、斯里兰卡、越南、巴西等
8个国家的194个垃圾焚烧项目、325
条焚烧线，日处理生活垃圾超过18万
吨，在国内乃至全球垃圾焚烧行业都享
有盛誉。

在2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三峰环境
充分认识到：保护环境是每一个公民、每
一个社区、每一个企业的责任。在企业
发展过程中，三峰环境主动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以环保科普回馈社会公众。

三峰环境是垃圾发电行业率先面
向公众公开环保排放指标和开放厂区
参观的企业之一。早在2015年12月，
三峰环境就获评原环境保护部和教育
部全国中小学环境教育社会实践基地。

目前，三峰环境已建成投用重庆丰
盛、广东汕尾、广西南宁、云南昆明和山
东东营5个环保教育基地，至今已累计
接待中小学生、政企客户等10万余人
次。教育基地由展示大厅和参观通廊
构成，通过声像图片和现场参观相结
合，不仅可以让参观者系统地了解垃圾
焚烧发电行业的相关知识，还能让大家
亲身体验现代化垃圾焚烧发电厂高效
环保的生产工艺。

据了解，三峰环境所有投运工厂外
均设置有与环保监测部门联网的环保
排放数据实时显示屏，接受社会监督；
社会公众可通过“三峰环境集团”微信
公众号或网上预约参观。通过这样的
做法，三峰环境既主动向公众揭开了垃
圾焚烧发电企业神秘的面纱，又积极践
行了企业的社会责任。

此外，三峰环境各项目公司还不定
期邀请垃圾发电厂周边的居民与发电
厂员工一同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对一
些愿意来发电厂工作且符合企业用人
要求的人员积极提供就业机会。在新
项目的环评和稳评过程中，三峰环境也
会主动邀请项目当地居民代表到访已
投运的垃圾发电厂参观考察。凭借着
运营管理团队着力打造的花园式工厂，
三峰环境让居民们对新建项目的态度
发生巨大转变。

三峰环境重庆百果园环保发电厂
位于江津区西湖镇青泊村，当地许多村
民都曾到厂里参观，“这个垃圾焚烧发
电厂就像花园一样，很漂亮，从外形到
内部都非常有特色，而且基本没得臭
味。”村民们在参观之后如此评价。

“这个垃圾焚烧发电厂像花园一样”
三峰环境高效环保生产受到公众肯定

臻于至善向美行 一片丹心育桃李
——记重庆精一民族小学校教师团队

以美育人
让学生在审美中架构健康人格

紧张激烈的“极限攀岩”，孩子
们跳起“峭壁上的艺术舞蹈”；充满
奇趣的科技知识讲堂，孩子们感受
打雪仗、堆雪人、坐“飞碟”的科技魅
力……

在“乘科技之船，游神奇场馆”
科技主题周末研学活动课程中，精
一民族小学课程部主任江鸣带领孩

子们走进重庆市际华园极限运动中
心，与科技体验活动“亲密邂逅”，锻
炼自身的勇气与毅力，激励他们放
飞科技创新梦想。

这是精一民族小学“宫校联
线”周末研学活动课程的一个缩
影，也是学校教师团队长期推广

“民族学校大美育课程”的一个精
彩实践。

“美是丰富、净化人类精神世界
的重要源泉。学校教师运用美的规

律、原则、方法，培养学生感受美、鉴
赏美、创造美的能力，塑造健全的人
格和健康的个性。”重庆精一民族小
学校校长李萍说。

比如，黎厶豪老师通过游戏方
式，让孩子们参与兵乓球、啦啦操、
跳绳等体育项目，引领学生感受形
体美、力量美、健康美；唐健老师引
导学生在语文阅读基础上，品鉴语
言的优美精妙，体会作者对祖国大
好河山的赞美之情；当学生沉浸在
美妙音乐中时，徐静老师引领学生
轻声唱游，感知音乐活泼、舒缓，丰
富审美志趣。

据了解，该校教师团队遵循“多
元一体，惟精惟一”办学理念，打造
博物馆式开放的民族校园，与市、区

“非遗”中心合作，将剪纸、土家摆手
舞等“非遗”文化引入，构建“非遗”
传习课程，加强音体美、语数外等学
科“审美化”整合，结合地域特色，于

“十八梯民俗文化”等审美综合课中
厚植美育基因……

在富有美感、情理结合的过程
中，学校教师团队更好地引领学生
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陶冶高尚的
道德情操，塑造美好心灵。

迎“疫”而上
用美的行动浇灌学生心灵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
情，精一民族小学的后勤部主任刘
维带领学校的“教师抗疫先锋队”，
主动请缨加入疫情防控工作。

他们就像转个不停的“陀螺”，
每日反复排查、统计、跟踪、科普，把
各项防控措施落实、落细、落小、落
早，确保学生“停课不停学”顺利开
展，为学校学生和家长撑起了健康

“保护伞”，也潜移默化地传递了温
暖的力量，让学生感受到了行为美。

“学校的‘教师先锋队’把投身
防控疫情第一线作为守初心、担使
命的‘试金石’，在防控疫情期间，担
好责、站好岗、带好头，自觉做好疫
情防控相关工作，传递正能量。”参
与防控工作的党员教师梁晶晶说。

在精一民族小学的教师团队看
来，美育是顺应天性的教育，更是一

种心灵体操。
该校的教师团队不仅在日常的

教育教学工作中坚持以美育人、以
文化人，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
更是以形象美、道德美、广博的知
识、高雅的风范、无私奉献的精神，
浇灌学生的心灵活水。

得益于精一民族小学在民族文
化传承、校园环境营造、课程建设、
课堂打造等方面着力，教师以美育
德教育理念逐步深化，能够用心去
倾听学生的心声……构造了美美与
共、和谐温暖的教育教程氛围，学校
里无论是年轻教师还是年长教师，
都能与学生打成一片，其乐融融。

李萍说：“学校教师将继续在不
断学习与修炼中完善自身，以高雅
的情趣、美丽的行为，引领学生趋向
真善美，成为深受学生和家长喜爱
的好老师。”

何霜 姚兰 覃燕
图片由重庆精一民族小学校提供

教师承担着传播知识、传播思
想、传播真理的历史使命，肩负着塑
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
重任，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是国
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重要
基石。

在历经114年春华秋实的重庆
精一民族小学校，有一群德高身正、
业务精良、乐于奉献的优秀教师队
伍：他们树立以美育德的教育思想，
掌握大美育的教育理念和教学策
略，致力于做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
播者；他们不断探索审美教育的实
施策略，优化具有精一特质的“美美
课堂”，促进民族教育持续发展，为
区域美育的整体发展注入力量。

全国青少年美育特色示范学
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学
校、重庆市学校美育实验校、重庆市
义务教育特色学校、重庆市少儿艺
术特色学校、重庆市十佳特色文化
校园……在教师队伍的不懈努力
下，重庆精一民族小学校收获了诸
多荣誉，并逐步成为区域内具有良
好社会声誉和百姓口碑的身边好学
校。

充满活力和朝气的美育教师团队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重庆日
报记者9月9日从市住房城乡建委了
解到，市住房城乡建委近日印发《重庆
市城市更新工作方案》（简称《方案》）。
《方案》要求，以落实重庆市城市提升行
动计划为契机，统筹推进重庆市城市更
新，做好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和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大力发展租赁住房，为市民
提供良好的生活环境、完善的公共服务
设施和公共活动空间。

《方案》对统筹推进城市更新提出
了六项基本原则。首先是以人为本，尊
重民意。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尊重民
意，切实改善民生。城市更新应当从人
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出发，顺应群众期
盼，解决群众需求。其次是强调政府引
导，市场运作。遵循城市发展内在规
律，统筹把控城市更新工作方向。第三
是多方参与，共治共享。城市更新实施
应当依法征求市、区、县相关部门、利益
相关人和社会公众的意见。第四是统
筹谋划，持续更新。第五是保护文脉，
修复生态。注重城市文脉的传承，注重
城市肌理的延续，注重保护巴渝文化、
革命文化、三峡文化、移民文化、抗战文
化和统战文化等特有的城市历史文化
资源，防止城市记忆消失和出现“千城
一面”。第六是盘活资源，促进转型。

重庆城市更新工作主要涉及5大
板块。根据《方案》，我市将力争到
2021年，统筹推动各区县政府开展城
市更新规划的编制工作，推动实施一批
更新项目。到2022年，持续推进老旧
小区改造提升，老旧工业片区、传统商
圈提档升级，公共服务设施与公共空间
优化升级，以及存量住房改造提升、存
量房屋盘活利用等，全市城市更新工作
初见成效。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方面，我市计划
2020年基本完成已启动的2019年度
1100万平方米改造提升任务，同时再
启动2275万平方米。到2022年，基本
形成更加完善的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提
升长效工作机制和制度政策体系；到

“十四五”期末，力争基本完成2000年
底前建成的1.02亿平方米需改造城镇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任务。

老旧工业片区转型升级方面，有序
推进第二十一兵工厂车间旧址项目、重
庆市建川博物馆、重庆工业文化博览
园、特钢厂整治提升等示范项目的更新
工作。2022年，力争打造一批老旧工
业片区更新典型示范项目。

传统商圈提档升级方面，2020年，
全面推进中心城区传统商圈的更新改
造工作，落实44个更新项目。推动传
统商圈向公共服务智能化、政府管理数
字化、产业发展联动化、企业营销精准
化、消费服务智慧化的智慧商圈转型升
级。

公共服务设施与公共空间优化升

级方面，我市将按照国际化、精品化要
求，高标准优化各类公共服务设施。

不仅如此，我市将以深入推进棚户
区改造为重点，到2020年，完成棚户区
改造13.7万户。2020年后，切实摸清
存量住房改造提升需求，形成存量住房
改造提升的长效机制。

此外，我市将明确优化住房空置标

准、完善住房空置调查。到2021年，全
面摸清中心城区住房存量情况，建立中
心城区住房综合大数据库和中心城区
住房与人口关联的数据库，形成住房相
关信息数据更新、交换、共享机制；制定
完善存量住房和商业商务用房盘活利
用政策措施，大力发展住房租赁市场，
多措并举盘活利用存量房屋。

重庆将从5个方面推进城市更新
■2022年主城都市区增加城市绿地1500万平方米以上，新改建公园300个
■今年再启动2275万平方米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完成棚户区改造13.7万户

城市更新主要任务及亮点城市更新主要任务及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