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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坪坝区

全国深化教育督
导体制机制改革会议
指出，要力促教育督
导“长牙齿”，发挥好
“指挥棒”作用，以高
水平教育督导推动高
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近年来，沙坪坝
区践行“督政敦行，导
学善进”的教育督导
理念，构建与教育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相适应的现代教
育督导体系，促进教
育重大政策、重大项
目和重大行动落实，
为教育改革发展注入
强劲动力。

精准定位
监督决策保落实

2013年创成全国首批义务教育发
展基本均衡区，连续6年通过国务院督
导委员会的动态监测，2020年申报成为
重庆市首批创建全国义务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区的区县之一，典型案例《充分
发挥督导杠杆作用，撬动义务教育优质
均衡发展》上报教育部……

翻开沙坪坝区教育发展历程，一步
一个台阶的跨越式发展，印证着全区把
教育当作头等大事优先保障的魄力和
作为。

伴随着沙坪坝区发展进入“快车
道”，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优秀人才定居
就业，优质教育的需求日益扩大。沙坪
坝区建立督政治学为重要手段的区域
教育发展联动体系，联合区委编办、区
教委、区财政局、区人社局、区住建委、

区规资局等多部门，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建立起体系完备、质量过硬的教
育发展体系，不断满足人民对于优质教
育的需求。

“沙坪坝区教育展现了作为重庆教
育标杆、全国教育发达地区应有的品
质。”2020年底，教育部督导局副局长、
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
向明灿一行来到沙坪坝区调研指导学
前教育普及普惠区创建以及教育督导
工作情况，在实地调研区内多所幼儿园
后，给予沙坪坝区教育高度评价。

作为重庆教育大区、教育强区，沙
坪坝在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
终身教育等多个领域均立起了标杆，做
出了典范。

站在区域战略发展的高度，沙坪坝
区“重实际、察实情、求实效”，制定区政
府教育督导委员会工作规程，构建包括
机制保障、协同治理和教育支持3个一
级指标，包括机制建设、制度建设、控辍

保学、教育监管、环境整治和支持办学6
个二级指标，以及三级指标若干的督导
指标体系，将教育职责落实细化到镇街
一级党委政府。

近年来，沙坪坝区强化党对教育工
作的全面领导，创新集团化办学、学区
共同体，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深化课程
改革提质，在全市率先建立校园纠纷人
民调解委员会，落实教育资助政策……
一项项重大教育决策和部署掷地有声，
汇聚成沙坪坝区教育民生的暖流。

立体架构
指导服务建机制

在沙坪坝区看来，督学是规范教育
发展的重要抓手，是教育督导的“最后
一公里”，更是联系校园与外部环境的
重要桥梁和纽带。

在这样的理念指引下，沙坪坝区设
立沙磁、小龙坎、上新红、井双、歌乐山、
陈家桥、青凤回等7个督学责任区，按
照“聘管培用一体”原则，由区政府教育
督导委员会成员单位安排专人联系督
导工作，按与学校数1:5的比例，配齐
专职责任督学53名；从人大教文卫委、
政协教文卫体委、发改委、教委、卫健
委、市场监管局、安监局、消防支队、校
保支队等机构部门或单位聘请兼职督
学44人。

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业务精
湛、廉洁高效、专兼结合的督学队伍构
成完善的“四级”督导网络体系，成为指
导服务沙坪坝教育发展的关键力量。

按照“一校一督”原则，沙坪坝区督
促和指导全区学校成立督导工作室，作
为督学责任区的联系部门和学校治理
体系的重要组成部门，牵头开展学校依
法办学和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的经常性
督导工作。

2020年5月，为确保幼儿园平安有
序开园复课，沙坪坝区多部门采取现场
汇报、实地查看、查阅资料、询问情况等

方式，严格按照25条核验指标逐条核
验，有任何一个指标未通过即被视为不
合格，需整改直至合格后方可开园复课。

这样的“高标准”“严要求”，印证着
沙坪坝区有力落实督学的真实写照。

按照“3456”系统思路，沙坪坝区分
学段建立和修订包括警戒线、基本线和
发展线“三线并行”，学前教育、义务教
育、普高教育和中职教育“四段各宜”，教
委、督导室、进修学院、学校和社会“五位
一体”，学校党的领导、现代学校治理、教
师专业发展、学生全面发展、学校生态环
境、学校办学绩效“六相并重”的学校办
学质量综合督导标准。

从每年的综合督导，到基层党建工
作、春秋季开学工作、校园安全工作、民
办非学历教育培训机构规范办学、幼儿
园规范办园行为等专项督导，从每3年1
次学校内涵发展规划编制和实施情况督
导到特色学校建设、功能室建设与使用、

“减负提质”、校园欺凌、有偿补课等不定
期专项督导，沙坪坝区构建起多方位立
体机制，指导服务区域教育更好发展。

革故鼎新
评估监测促发展

“作业书写规范并上交，三颗星；关
心长辈身体健康，三颗星；坚持每天自己
整理房间，三颗星……”

沙坪坝区树人凤天小学《学生好习
惯评价表》上，二年级（1）班袁菁蔓同学
生活习惯、学习习惯、行为习惯、劳动习
惯、体育锻炼五个习惯大类获得多个三
星满分，还荣获“勤劳小蜜蜂”线上徽章
一枚。

事实上，像这样科学的过程评价、综
合评价、增值评价，在沙坪坝区比比皆
是。

“评估监测是科学发展教育的重要
前提，传统的教育评价方式存在主观强、
定量少等不可回避的问题。”沙坪坝区教
委相关负责人强调，“这就导致评价结果

缺乏可信性、权威性和指导性。”
为寻求改变，切实发挥评价功效，

沙坪坝区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
总体方案》指引下，率先探索监测督导
工作由模糊向数据转变，由定性向定量
转变，由经验向实证转变。

据介绍，区别于传统的教育评价方
式，沙坪坝区建立“五育并举”评价体
系，加强对教育评估监测的统筹，改进
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
价，健全综合评价。

建立政府、学校、专业机构和社会
组织等多元参与的学校办学评价体系；
修订和完善覆盖从幼儿园至高中各阶
段学校内涵发展质量综合评价体系；建
立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结果运用的制度
规范，采取“纸笔测试+综合实践能力测
试”模式开展学生学业质量监测。不断
加强评估监测研究，为改进教育教学、
提高教育质量提供方向引领、务实指导
和决策咨询。

近年来，高滩岩小学线上主题活动
展示、儿童艺术学校“爱劳动”荣誉卡线
上评比等多元评价方式相继涌现，多所
学校构建起政府督评、学校自评、家校
互评、社会助评的学校评价制度，形成
全员抓质量、全程抓质量、全方位抓质
量的高质量发展格局。

值得一提的是，沙坪坝区还引入第
三方评价机构，建立教育满意度清单制
度、项目化管理推进机制、教育满意度
监测模型，优化教育改革发展环境。

多元参与、多位一体的评估监测，
倒逼沙坪坝教育不断革故鼎新，完成从

“量变”到“质变”的华丽转身。
国家基础教育质量监测中心采取

项目反应理论模型得出的测验标准分
数显示：沙坪坝学生学业等级和均衡程
度均能比肩全国教育发展大区。沙坪
坝区教委被评为全国基础教育质量监
测优秀县级组织单位。

周珣
图片由沙坪坝区教委提供

三桥小学学生学习切菜

教育督导为教改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融入新业态、新战略、新理念

文旅融合扮靓“四面山水”

构建新发展格
局，满足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文旅行
业是金钥匙。

在江津，登爱
情天梯，观四面山
水，访长寿秘诀；游
千年古镇，寻悠悠
乡愁，品静好时光；
寻聂帅足迹，忆抗
战烽烟，仰贤达鸿
儒……600 多处自
然人文景观，国家A
级景区达15个，谓
之“ 耍 不 够 的 江
津”。

2020 年，江津
区促进文旅品质化
发展，促进“双晒”
流量变现，推进巴
蜀文化旅游走廊建
设，推动文旅融合
创新发展，在开拓
奋进中破难攻坚，
文旅产业跑出“加
速度”，让“山水有
诗画，远方触手可
及”。

融入新业态
四面山水，人文江津，山
水相依，人文共生

通过数年的努力，在2020
年，江津四面山会龙庄、石笋山、
中山古镇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
区，全区拥有15个国家A级景
区，其中1个5A级景区，5个4A
级景区，国家A级景区的数量和
品质稳步逐年提升，这得益于在
A级景区提档升级的过程中，对
当地特色文化的深入挖掘，在景
区打造过程中的文旅融合，这是
江津融入新业态，纵深推进文旅
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2020年以来，该区优化文旅
产业布局，完成“1+3+N”全域旅
游规划体系编制，大力推动了四
面山旅游特色小镇康养项目和文
旅项目、鲁能美丽乡村、江小白村
文创项目、奎星广场文化街区、万
达广场项目等重点项目建设，提
档升级了“东西南北中”5条精品
旅游线路，启动了蔡家中咀美食
街、杜市花卉小镇打造等项目。

江津还获评“中华诗词城
市”和首个“市级历史文化名
城”，让一江两岸都市旅游区、大
四面山生态旅游区、古镇民俗文
化旅游区、原乡人文风情旅游
区、綦河画廊乡村旅游区，成了
自然、人文、历史、现代等元素交
融荟萃的新场域。高质量高品
质文旅产业发展的新动能正在
不断增强。

融入新战略
“融城融圈”构建发展新
格局

江津地处渝、川、黔交界点，
是同城化发展先行区、成渝地区

双城经济圈重要支点。以文旅互
融为着力点，探索“融城融圈”文
化旅游业合作新样板，是责任担
当，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

2020年以来，该区文旅行
业多方联动，勠力推进起了同
城化发展先行区、巴蜀文化旅
游走廊建设。联动泸州、宜宾
等周边酿酒产业重地，打造了
酿造技艺非遗旅游线路；强化
了与邓小平、朱德、陈毅等共和
国元勋旧居（博物馆）和红岩红
色革命教育基地合作，通过一
卡通、政策互惠等方式打造川
渝精品红色旅游线路；开展了

“5·19”中国旅游日暨泸州、宜
宾、江津“三城惠游”启动仪式，
促进文旅市场复苏；启动《双城
经济圈发展研究》工作，着力挖
掘江津与四川合作城市的文化
和旅游资源，助推两地文化旅
游工作发展等。

融入新战略，江津文旅高质
量发展新格局正在形成。

融入新理念
文旅创新融合成发展新
动能

文旅融合，是时代之需。

融合之道，在于以文促旅、
以旅彰文，实现“诗与远方”的交
融。

作为文旅资源丰茂、文旅产
品丰富的美丽之地，江津自然是
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突出重

点、抓住关键，精准发力、久久为
功。

据介绍，2020年，该区实施
了石门大佛寺摩崖造像保护修缮
工程、石门大佛寺摩崖造像保护
利用设施建设项目、石蟆清源宫
等文物保护修缮工程；继续开展
了石佛寺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完
成考古发掘面积4600平方米，出
土文物标本1700余件……对文
物的保护修缮挖掘工作，正是提
升文旅资源保护和储备的有效
手段，为文旅的可持续发展护
航。

2020年，建成开放了江津
区博物馆，已累计接待市民7.4
万人次；举办了“5.18”国际博
物馆日暨重庆市第十一届文
化遗产宣传月主会场活动。
为顺应时代发展和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影响，加快建成了特
色文化资源数据库和“文图
博”3个网上数字馆，让群众在

“掌上”“指尖”即可享受到优
质的公共文化服务，实现“闭
馆不闭服务”。

2020年，文旅发展生机蓬
勃，硕果累累。江津区文化馆
被确定为国家文化旅游部公共
文化机构功能融合试点单位，
骆崃山广播电视发射台被中央
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评为基层广播电视
传输覆盖机构先进集体，石佛
寺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入围2019
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四
面山景区获评重庆市第一批智
慧旅游景区，石笋山景区获评
第二批重庆市智慧旅游景区，
骆崃村、鲁能美丽乡村成功创
建重庆市智慧旅游乡村示范
点。

数据显示，2020 年，在疫
情 影 响 下 ，该 区 仍 实 现 近
1300 万人次的游客接待，尤
其是下半年，接待量已接近去
年同期水平；文化及相关产业
增 加 值 约 为 25 亿 元 ，增 长
4.7%。

文/图 江津区文化旅游委

国家5A级旅游景区——四面山景区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山古镇

“西南第一庄”、国家4A级旅游景区——会龙庄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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