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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轨道
列车头顶穿行，江岸美景俯首可
观……下月，市民和游客游览山城步
道再添新的打卡点。1月21日，重庆
日报记者从市住房城乡建委了解到，
经过精心“梳妆”，半山崖线步道主线
首开区虎头岩—佛图关段将于2021
年春节前建成开放。不仅如此，花溪
步道、重钢步道、盘溪河步道等一批
步道有望年内建成。

山林之间，绿意盎然，忽而清风
徐徐，又见梯步蜿蜒。带来“一步一
景”美妙体验的半山崖线步道，串联
李子坝抗战遗址公园、鹅岭公园、佛
图关公园、虎头岩公园、平顶山文化
公园等5个公园、约30个文化资源
点，是市民和游客探访古渝之源、览
胜母城之巅的好去处。

半山崖线步道全长约28公里，
其中，主线长9.1公里、支线长19.9公
里；建设内容包括优化现有步道、打
通断头步道、接驳轨道公交站点、活
化步道周边功能、完善沿线标识及配
套服务设施等。该步道不仅与周边
经纬大道、嘉滨路相连，还与5条轨
道线、28个公交站点接驳，将改善周
边社区约30万人出行环境。

截至目前，半山崖线步道主线
虎头岩—佛图关段、三层马路段，
支线渝中区段已基本建成。2021
年，该步道将重点建设主线虎头岩
—平顶山段，提档升级李子坝—佛
图关段及支线平顶山段。这条步
道全面建成后，将形成一条临崖观

江的步行线路，为市民和游客带来
品味立体城市山水人文特色的丰
富体验。

市住房城乡建委相关人士介绍，
为打造山城步道品牌，重庆以演绎城
市年轮、传承城市人文、方便市民出
行、丰富市民生活、彰显山水特色为
出发点，建设集“街巷步道、滨江步
道、山林步道”为一体的山城步道网

络。我市计划2019年至2022年，建
设17条约353公里山城步道。截至
目前，中心城区已开工鸿恩步道、重
钢步道等16条步道，建设完成约172
公里。

预计今年，中心城区还将建设80
公里山城步道，重点加快打造市民出
行需求最迫切、彰显山水特色最突
出、串联历史文脉最厚重的步道，力

争建设完成半山崖线步道、花溪步
道、重钢步道、盘溪河步道、西南大区
步道、南山步道、鸿恩步道、江北城步
道，加快推进南滨步道、环城墙步道、
北塘峡江步道、缙云山步道等山城步
道建设，尽快开工建设黄桷坪步道，
力争将山城步道打造成绿色出行便
民道、山水游憩休闲道、乡愁记忆人
文道、城市体验风景道。

山城步道再添打卡点

半山崖线步道春节前开放

本报讯 （记者 周松）1月21
日，我市召开2021年重庆市征兵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

会议明确，今年全市春季征兵工作
总体安排是：上半年春季征兵，从1月
初展开征兵准备，2月上旬全面开始，
3月中旬起运新兵，3月底征兵结束。

男兵征集对象：高中毕业及以上
文化程度的青年，年满18至22周岁；
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高校毕业生
年龄放宽至24周岁。

女兵征集对象：普通高等学校全

日制应届毕业生及在校生，年满18
至22周岁；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全
日制毕业生可以参加2021年上半年
女兵征集，年龄放宽至23周岁。

会议强调，要坚决贯彻上级决策
部署，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着

眼有效履行新时代人民军队使命任
务，进一步抬高抓好征兵调整改革的
政治站位。要着眼我市发展定位，坚
持体系设计，工作指导保持稳中求进，
兵员素质务求“提质降退”，改革实施
注重创新升级，进一步巩固和提升“重

庆征兵”品牌效益。要加强征兵组织
领导，压实征兵责任，密切军地协作，
守住廉洁安全底线，努力实现“全市大
学生征集比例稳定在80%以上，大学
毕业生达到40%以上”的年度目标，
高标准完成各项征兵改革任务。

我市召开2021年征兵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部署今年征兵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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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铌紫

日前，2020年度“感动重庆十大人物”
颁奖典礼举行，践行生命之诺的藏族“90
后”女孩焦祖惠获评这一殊荣。2020年新
冠疫情暴发时，她主动请缨、踏上赴鄂战

“疫”之路，连续奋战30多天。她用自己的
乐观和坚强，给病人带去欢乐和希望。

焦祖惠是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神经
内科的护士。说起职业选择，她打开了话
匣子。

2008年汶川地震时，她在四川理县读
初二，距震中仅几十公里。“当时我很绝望，
直到看见穿白衣服的医生和护士、穿绿军
装的军人，心才慢慢安定下来。”焦祖惠回
忆说，由于断电断网，救助人员给每家每户
发了一台收音机，她便天天守着听电波里
传来的地震新闻。

有一天，收音机里的故事深深打动了
她：一名学生被困在废墟里，医护人员就一
手举着吊瓶，一手握着学生的手，为他打
气。焦祖惠当即告诉妈妈，以后自己也要当
一名“白衣天使”，并暗下决心：“以后别人需
要帮助时，我也要这样义无反顾地冲上去。”

2015年，护理专业毕业的焦祖惠向自
己的梦想迈出了第一步，成为两江新区第
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的一名护士。

2020年疫情突发，焦祖惠得知单位将
组织人员赴湖北支援，她立刻主动报名，要
求上前线救助。2月20日，她踏上了驰援
孝感的征程。

在孝感，经过严格的防护、院感等流程
考核后，她被安排到孝感市中心医院东南
院区，负责4楼的护理工作。面对患者焦
虑、沮丧等负面情绪，这个乐观的藏族姑娘
总是报以微笑。

“为了让氛围轻松一点，我就上网找舞
蹈视频，和同事一起学。第二天上班，我们
一对一地教病人跳舞，这样既能活动身体，
又能缓解焦虑。”焦祖惠说。

慢慢地，隔离区里有了音乐，有了笑
脸，大家一起拍手、起步、扭腰……

援鄂工作结束、撤回重庆后不久，焦祖
惠决定回一趟老家四川阿坝。令她没想到
的是，乡亲们都换上了只有盛大节日才会
穿的藏族传统服饰，并拉起了欢迎横幅。
大家一边载歌载舞，一边围着焦祖惠，给她
献哈达和鲜花。

“我当时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自己没做
多大的事，却受到了如此隆重的欢迎。”焦
祖惠说，但想起孝感病人们感谢的话语，她
由衷为自己的职业感到自豪。

“我将继续在病房里、在一线岗位上，
用实际行动践行生命之诺，用真心、爱心和
感恩之心救死扶伤。”焦祖惠告诉记者，她
做好了随时前往危险地方参加救援的准
备，因为那里有人需要“白衣天使”带给他
们一份踏实的安全感，正如当年她感受到
的那样。

两江新区第一人民医院护士焦祖惠：

“90后”“小卓玛”践行生命之诺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

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这
是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更是人
民法院矢志不渝的遵循。

2020年，重庆法院坚持司法
为民、公正司法主线，忠实履行
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加强民
生权益保障，审结涉及就业、住
房、医疗、养老、育幼等各类民生
案件11万件，为全市经济发展、
社会和谐稳定、群众安居乐业提
供了有力的司法保障。

加强民生权益保障
2小时发出人身安全保护令

“他打我，把我的头和背都打伤
了！你们一定要帮我！”1月13日，唐
女士向潼南区妇联求助，她的丈夫杨
某经常对其辱骂、殴打，自己每天都生
活在恐惧之中。

“别急，具体什么情况，慢慢说！”
在询问清楚唐女士的情况后，当天下
午4点，妇联工作人员帮助唐女士通
过重庆智慧法院“易诉”平台向潼南区
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并提
交相关证据。

潼南区人民法院收到申请后，及时
进行审核，认定唐女士的申请符合法定
条件，依法签发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2小时后，通过电子送达，唐女士
收到了人身安全保护令。

第二天一早，在当地派出所、妇联
的协助下，法官来到杨某的工作地点，
依法向其送达了人身安全保护令，并
告诫杨某不得再对唐女士实施暴力，
否则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此时，从唐女士网上提交申请到
人身安全保护令送达双方当事人，时

间只过去了18个小时。
据了解，这也是市高法院、市公安

局、市妇联于2020年12月联合出台
《关于在全市建立一站式人身安全保
护令申请工作机制的纪要》以来，潼南
区人民法院通过该机制发出的首份人
身安全保护令。

去年以来，重庆法院审结家事案
件5万件，联合公安机关、妇联等部门
建立《一站式人身安全保护令申请机
制》。该《申请机制》将人身安全保护
令的申请端口前移至派出所和妇联组
织，通过法院与公安机关、妇联的协调
联动，消除法院与受害人之间的信息
隔阂，并采取“一网办”的形式，有效缩
短申请和签发时间，进一步提高人身
安全保护令的申请效率。

“一站式”多元调解
诉前化解纠纷19万件

“我已经没有钱治病了，就等着卖
这套房子的钱。”

“我一个打零工的，也没得啥积
蓄，哪里拿得出这么多钱来给他？”

……
在江北区人民法院“老马工作室

驻院工作站”内，马善祥通过重庆智慧
法院“易解”平台，在线化解了当事人
黄某与张某关于一套房产的纠纷。

双方达成调解协议后，老马在线
制作了人民调解协议书，并由双方在
线电子签名确认。江北区人民法院当
日对调解协议进行了确认。

把辖区调解能人请进来，推动诉
源治理纵深推进。去年4月，“老马工
作室驻院工作站”在江北区人民法院
新审判大楼挂牌成立，这也是全市法
院推动“一站式”多元解纷建设的一个
缩影。

去年以来，重庆法院大力加强人
民法庭建设，健全诉讼与非诉讼联动
解纷体系，江北、沙坪坝、九龙坡、永
川等地法院主动对接“老马工作室”
等金牌调解组织，合力将矛盾纠纷化
解在萌芽状态。据统计，全市法院通

过联动调解机制诉前化解纠纷19万
件，占一审新收民商事案件总数的
43.6%。

同时，深化“枫桥经验”重庆实践十
项行动，积极参与党群解纷站点建设和

“无讼村居(社区)”创建活动。推进司法
资源下沉，合川区人民法院建成覆盖全
区镇街、重点行业的纠纷易解工作站，
铜梁区、武隆区人民法院探索“一乡镇
一法官”工作机制，潼南区人民法院推
动设立婚姻家庭纠纷调委会，巫溪区人
民法院成立“廖子怀调解工作室”，为基
层社会治理创新贡献法治力量。

加强诉讼服务体系建设
为公平正义提速

3D导诉系统、人脸识别系统、云
柜……前不久，市一中法院全新的诉
讼服务中心正式投用。该诉讼服务中
心有1600多平方米，集成立案信访、
卷宗物流、材料收转、心理疏导等15
项服务功能于一体，新增多项“黑科
技”，为人民群众提供“一站式”集约化
服务。

“这台诉讼服务一体机功能很多，

当事人只需动动手指，在屏幕上点选
自己希望了解的内容，就能得到详细
回答。”市一中法院诉讼服务中心立案
庭法官谢平演示着诉讼服务一体机介
绍说，一体机除了查询案件、智能导诉
等功能外，还有“教我写文书”“帮我算
算账”“我不服裁判”三大功能。比如，
点击“教我写文书”，一体机便会出现
针对各种案由的起诉状、委托书、申请
书等模版，“手把手”教会当事人文书
撰写。

据了解，为加强诉讼服务体系建
设，全市法院构建起线上线下一体化
诉讼服务系统，推进诉讼服务实体平
台、网络平台、热线平台融合发展，一
站通办、一网通办的诉讼服务跃然

“指上”。
“我们针对律师、调解组织人员、

法官设置了不同的调解室。”谢平说，
为充分发挥律师调解的诉前解纷作
用，该院与市律师协会开展合作，设立
律师参与涉诉涉法信访化解室，由重
庆知名律所派出资深律师每周二接待
涉诉涉法信访案件当事人。

据介绍，为全面推进调解组织进
驻法院，重庆法院在诉讼服务中心建

立物业、医疗、保险等类型化调解室
106个，配备速裁快审团队345个，形
成“调解+速裁快审”解纷模式，速裁
快审案件平均审理期限仅44天，为公
平正义提速。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案释法引导社会新风尚

“我被性骚扰了！”一个身穿白衬
衫、长发飘飘的女孩眼中噙满泪水，双
手搅动着衣角，痛苦地讲述着自己曾
经的遭遇。

这不是电视连续剧，也不是庭审，
而是由市高法院和市五中法院联合摄
制的《民法典》宣传短视频《走出阴霾》
中的场景。视频讲述了职场新人遭遇
男性主管性骚扰后的苦恼、纠结和反
抗，并最终依靠《民法典》中的惩治性
骚扰条款努力反击，走出阴霾的故事。

今年1月1日，被誉为“社会生活的
百科全书”的《民法典》正式施行。为将
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学
习好、贯彻好、实施好，重庆法院掀起了
学习贯彻宣传《民法典》的热潮——

走进机关企业、校园社区、乡村院
坝，开展《民法典》宣讲620次；万州、
潼南、荣昌、开州、垫江、忠县等地法院
通过组建宣讲团，开设“典在身边”新
媒体专栏，自编《“典”亮生活》情景剧，
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让《民法典》
走进千家万户。

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去
年重庆法院发布网络空间治理、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等典型案例152个,以
小案例阐释大道理，引导社会新风尚。

同时，聚焦人民群众和社会关切，
建成婚姻家庭、旅游、假日等特色巡回
法庭74个。弘扬“溜索法官”精神，永
川、奉节、巫溪、石柱、秀山等地法院开
展巡回审判，注重以案释法，弘扬传统
美德。

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
所谋。为实现人民群众心中的公平正
义，给人民群众提供高品质司法服务，
重庆法院精益求精，在司法为民的道
路上继续砥砺前行。

乔文 图片由江北区人民法院、
潼南区人民法院提供

重庆法院 践行司法为民宗旨

江北区人民法院法官向村民宣讲《民法典》。（资料图片）

2020年审结民生案件11万件 诉前化解纠纷19万件

1月14日，在当地派出所、妇联的协助下，法官向杨某依法送达人身安全保护令。

“

本报讯 （记者 崔曜）1月20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重庆交运集团长运公司获
悉，当天中午12时，来自合川区七间站的
一辆公交车载着乘客，驶进广安市武胜县
万善火车站。这标志着武胜万善火车站至
合川七间站省际公交线路正式开通。这是
川渝两地间开通的第八条省际公交线路。

合川七间至武胜万善客运线路全程
21.9公里，单程运行时间约35分钟，途经
七间、福寺村、炉山、合隆、万隆、万善、武胜
火车站等39个公交站点。该线路间隔发

车时间为25至40分钟。票价起价为2元，
根据不同站点，实行阶梯票价，全程票价6
元。

据了解，该线路通车能惠及合川区近
6万人出行。“太高兴了，没想到武胜和合
川开通公交了。”特地来体验省际公交的合
川区三庙镇七间社区村民王仪说，他经常
到万善办事情，以前没有直达车，需要转几
次车，非常不方便，路途上至少要耗费1小
时。

按照《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便捷生活
行动方案》，预计到2022年，川渝之间具备
条件的毗邻市、区、县将实现省际公交线路
全覆盖。同时，川渝两地还将推动全国交
通一卡通互联互通改造项目，完成一卡通
平台建设、标准二维码改造和地铁场景改
造工作，实现两地公交地铁一卡通。

合川开通至四川武胜省际公交
川渝两地已开通八条省际公交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