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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重庆企
业上市步伐正在加速。3月10日，“混
凝土大王”重庆四方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四方新材）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主板上市。这是继2月5日重庆银行
登陆上交所以后，今年第二家A股首发
上市渝企。

资料显示，四方新材为巴南区企
业，成立于2003年，主营业务为商品混
凝土研发、生产和销售，同时生产建筑
用砂石骨料。自成立以来，该公司产品
销量和市场占有率一直保持在重庆市
前列，生产能力、运输能力及泵送能力
位于行业前列。

此次首发上市，公司共计发行新股

3090万股，发行价格达到42.88元/股，
刷新了福安药业2011年创造的41.88
元的重庆新股发行价纪录。

上市当天，股市开盘后，四方新材
股票受到投资者追捧，下午3点报收于
56.98元，较发行价上涨32.88%。

四方新材成功上市，是重庆企业在
政府推动下加快上市步伐的一个缩
影。据市金融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2020年，重庆即强化上市资源培育，大
力推动企业上市。

一方面，强化政策支持，推动38个
区县组建由区县政府主要领导牵头的
上市工作专班，专题研究、专项推动企
业上市工作。加大对拟上市重点培育

企业财税奖补力度，全年奖补拟上市重
点培育企业10户、3496万元。挖掘优
质资源，形成全市上市公司、拟上市公
司、后备上市公司三张清单，动态储备
拟上市重点企业250家、新增80家；密
切跟踪创业板注册制改革进度，储备
8-10家企业拟申报创业板和科创板。

另一方面，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企
业到主板、中小板、创业板、科创板上市
或通过新三板精选层公开发行股票。
2020年，全市新增3家境内上市公司，
分别是三峰环境、顺博合金、百亚股份。

今年以来，渝企上市步伐进一步加
快。2月 5日，重庆银行在上交所上
市。如今，仅仅过了1个月左右，四方

新材又成功登陆上交所。
据悉，目前排队等待审核或发行的

A股拟上市重庆企业已达到6家，分别
是：重数传媒、瑜欣电子、重庆长江造型
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三峡银
行、重庆市紫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三
羊马（重庆）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其中，
长江材料A股IPO已成功过会；重庆三
峡银行、紫建电子、三羊马已递交上市
申请材料。

下一步，重庆将加大力度推动企业
上市。据悉，2月初召开的全市金融工
作电视电话会议透露，今年重庆将采取
超常规办法挂图作战，力争新增IPO企
业6家以上。

“混凝土大王”四方新材登陆A股
成今年第二家上市渝企

□本报记者 杨铌紫

从教31年，她把一个公办幼儿
园发展成为具有七个不同体制园的
幼教集团，走出了一条幼教发展的
创新之路；教学中，从快乐出发，“让
每一个孩子体验成长的快乐”……
近日，江北区新村幼儿园园长刘静，
获得了“重庆市三八红旗手标兵”称
号。

每每走进童趣十足的幼儿园，
孩子们总会用稚嫩的声音甜甜地喊
刘静“园长妈妈”，无论多忙，刘静都
会停下脚步，蹲下身来倾听孩子们
的心声。她说，这一声声“园长妈
妈”，时刻督促着她把幼教事业融入
到生命里。

从事幼教工作31年，刘静见惯
了老师、家长“高高在上”，缺少与孩
子“平等对待”观念的情形。对此，
她提出科学了解儿童、“儿童第一”
的理念，并从这个理念延伸出颇具
特色的“小主人”课程。

过去，每年儿童节送孩子们什
么礼物，总会让老师们费尽心思。
一次偶然的机会，刘静提出：“既然
收礼物的是孩子，为什么不问问他
们的意见呢？”此后，不管是庆祝方
式还是食谱的制定，孩子们都可以
与“园长妈妈”开会决定。刘静说：

“通过‘小主人课程’，孩子的意见得
到尊重，他们也愿意去聆听别人的
意见。这种被认可、也可以帮助别
人的快乐，也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
教育形式。”

“以前，在大众的心目中，幼儿
教师基本与‘保姆’‘阿姨’等同，幼
教老师因此受了不少委屈。”刘静

说，对此，光用嘴辩解没有意义，要
干出成绩，幼儿教师才能获得应有
的尊重。

在刘静看来，要成为幼教专
业人才，不仅仅要会哄孩子“不
哭”，更要走专业成长的路，从这
份工作中找到幸福感、成就感。
刘静从自己开始，坚守教育科研
第一线，先后领衔主持课题5项，
获得过市级课题科研成果一等
奖；主编公开发行专业书籍4本，
参与编写专业书籍5本，在幼儿园
安全教育、幼儿园课程设置、幼儿
园文化建设等方面，形成了自己
的教育思想。

在自我成长的同时，刘静还培
养了一批优秀的幼儿园园长，并积
极指导农村中心幼儿园、薄弱幼儿
园建设。比如去年，刘静就前往黔
江、万盛、江津等地幼儿园进行指
导，帮助其寻找、确立学科特色、办
园特色。同时，她和新村幼儿园还
接待了不少前来学习、参观的幼儿
园负责人。

刘静说：“一花独放不是春，春
色满园才是春。要办有质量、高质
量的幼儿教育，只有大家都做好
了，才能带动幼教领域整体水平的
提升。”

江北区新村幼儿园园长刘静：

“让每一个孩子体验成长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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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8 日，G42
沪蓉高速云阳东互通
立交工程正式通车。
该立交位于云阳水口
镇华家村，是云阳县
骨架公路的重要组成
部分。

通讯员 刘兴敏
摄/视觉重庆

构建“1234”职业培训模式 为社会经济发展赋能添彩

校企双元主体
增强职业培训的力量

理念先行，开州区职业教育中心在
职业培训中迈开了第一步。学校树立
了职业培训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的宗
旨，推动培训项目设置与全区的产业结
构接轨，培训目标、培训内容、培训师
资、培训评价均以培养能服务地方经济
的高素质技能人才为导向。

“校企合作是培养适应区域经济
发展高技能人才的必由之路，不仅增
强了职业培训的力量，还改变了职业
院校‘单兵作战’的困境，实现了学校
及多家企业共同发展，共同进步。”开
州区职业教育中心校长王蜀明说。

为此，学校出台《关于促进校企
合作的实施细则》《开州区职业教育
中心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等文件，发
挥校企双元主体作用，对合作企业给

予“场地+设备+信用”的组合式激励，
并与三星、吉利等企业合作建立8个校
企合作联合体，形成了学校主导的校
企命运共同体。

与此同时，在学校与企业联合开
发职业培训教材和课程的过程中，由
企业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其
中，不断优化资源。迄今已设置了特
色培训项目15个，编写了培训教材16
本，开发了网络培训课程15门。

搭建高端平台
厚植培养实用型人才的土壤

走进开州区职业教育中心的市级
优秀众创空间——“蚁众工坊”，阿里
巴巴农村淘宝服务区、创业咖啡区、小
微电商孵化区等区域让人眼前一亮。
多元化、智能化、特色化等特点，让“蚁
众工坊”众创空间成为帮助了众多创
新创业者的聚集地。

这是开州区职业教育中心搭建平
台，为培养人才助力的一个典型案例。

近年来，开州区职业教育中心搭
建市级、区级、校级三级培训平台，开
辟创新人才成长的多样化途径，释放
了“1+1+1＞3”显著效应。

据了解，在搭建“市级平台”上，开
州区职业教育中心斥资200余万元，

打造“蚁众工坊”众创空间，还与重庆
大学大数据与软件学院领衔的重庆依
塔大数据智能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
共同打造“物联体感大数据联合教研
中心”。

“区级平台”则是学校与开州区移
民局合作建成功能齐备的移民培训产
业园，开展移民培训、“阳光工程”培
训、扶贫“雨露”培训等培训服务，以及
24项职业技能鉴定服务，为区内100
余家企业提供科研和技术服务。

此外，学校还在校内建立阿里巴
巴农村淘宝培训站、吉利汽车培训点
等16个培训站点，每年承接各类定制
化培训服务20项以上。

开州区职业教育中心多领域、开
放性、多层级的培训平台建设，创造了
良好培训环境，提升了人才培养的发
展空间。

创新培训举措
提升社会培训的格局与质量

培养素质高、能力强、技能硬的高
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是开州区
职业教育中心开展职业培训的重要意
义。而创新培训举措，提升社会培训
的质量，能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转型
升级发展。

事实上，开州区职业教育中心依
据社会经济发展的新要求，适时调整、
创新原有培训模式，构建与社会需求
相适应的职业教育培训模式，创造性
地实施了“引进+走出、常态+定制、线
下+线上、认证+追踪”四维举措。

据悉，“引进+走出”是邀请专家教
授“走进来”，开展理论培训。围绕田
间实践和外出学习，建立“田间课堂”

“流动课堂”。提升学员的理论素养，
增强他们的动手动脑能力。“常态+定
制”是按照“提出需求→分析目标（技
术、知识和素质）→制定计划→模块培
训”的路径，为各行各业提供“量身定
制”式培训。

“线下+线上”是学校提供场地、师
资、设备，开展38个工种、承接1700人
规模的线下培训，依托智慧校园平台，
聚拢培训资源，实现共建共享。“认证+
追踪”是培训学员顺利结业认证过后，
还要进行全程化的培训服务追踪，对
他们进行持续的帮助与扶持，让他们
好就业、就好业。

四维举措的落地，开州区职业教
育中心开启了社会培训的新格局，助
推“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成
为美好现实。

文秀月 许珊 张骞月
图片由开州区职业教育中心提供

截至目前，开州区职
业教育中心累计培训10
万余人，实现就业与创业
3万余人，受众面达50余
万人口；结盟学校合作企
业达到582家，年产值突
破100亿元……

取得这些显著成绩的
背后，是开州区职教人多
年来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
本、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
促进就业为导向、以提高
质量为重点、以改革创新
为动能，积极开创职教改
革发展新局面所做的不懈
努力。开州区职业教育中
心紧密对接经济发展趋势
和市场需求，不断开拓学
习交流、人才培养、就业创
业的渠道，构建一个宗旨、
双元主体、三级平台、四维
举措的“1234”职业培训
新模式，加强社会影响力
与辐射力，强力推进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
让每位学子都拥有人生出
彩的机会。

开州区职业教育中心

学校技能培训现场

本报讯 （记者 罗芸）3月9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黔江区获悉，该
区日前顺利完成了村（社区）党组织
换届选举。据统计，全区219个村
（社区）新一届党组织班子成员高中
及其以上学历人数所占比例大幅提
升，同时平均年龄下降3.6岁，实现
了“一升一降”。

黔江区将此次村（社区）“两委”
换届工作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促进城市提
升的重要契机来抓，坚持并加强了
党对换届选举工作的全面领导，成
立了由区委书记任组长的换届工作
领导小组，认真落实区级领导“包乡
走村入户”、乡镇班子成员“包村联
户”制度。建立三级督导工作机制，
成立5个巡回督导组开展片区督
导，向乡镇街道选派30个指导组定
人定点精准指导，每村（社区）派驻
1个工作组蹲点帮带，抓紧做实换
届工作各个环节、各项任务。

为选出德才兼备、堪当重任的
好班子好干部，该区组建3个换届
调研组实地调研排查重点对象、重
点群体，扎实开展换届难点村整顿
转化；对4027名在任人选、继任人
选、新提名人选严格开展政治体
检、资格联审，确保不符合条件人
员“零进入”；对所有村（社区）党组
织委员候选人一个一个“过筛子”，
统筹做好“两委”人事预案，对学
历、年龄、能力达不到要求的坚决
调整，避免降格以求、“矮子里面拔
高个”。

经过扎实细致的工作，目前黔
江区已顺利完成村（社区）党组织换
届选举，换届后的干部年龄、学历实
现“一升一降”。其中，党组织委员
平均年龄较上届降低3.6岁，高中
（中专）及其以上学历占比提高
24.4%；党组织书记平均年龄降低
2.8岁，高中（中专）以上学历占比提
高14%。

黔江区顺利完成村（社区）党组织换届选举

新班子成员年龄、学历
实现“一升一降”

▶3月10日，位于
荣昌区的惠达智能家
居（重庆）有限公司，
工人正在生产线上忙
碌。根据目前订单情
况来看，该企业今年
将有20万件产品销往
欧美。

记 者 齐 岚 森
摄/视觉重庆

▼3 月 4 日，重啤
大竹林酒厂拉罐线开
足马力24小时连续运
转，为消费者提供高品
质产品。重啤股份今
年 1-2 月实现产销两
旺，迎来了开门红。

记者 罗斌 摄/
视觉重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