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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6月10日，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2020年《重庆市
中心城区交通发展年度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根据《报告》，2020年，中心城区
轨道交通运营总里程已达343.3公里，中心
城区轨道逐步呈现网络化运营。同年度，
中心城区还完成105个轨道和地面公交换
乘站提升改造，基本实现轨道出入口100
米范围内公交换乘设施全覆盖。

从城市交通建设来看，2020年，中心
城区新增城市道路362公里。通车立交
达249座，跨江桥梁总数共30座，此外还
有红岩村嘉陵江大桥、水土嘉陵江大桥、
蔡家嘉陵江大桥、礼嘉嘉陵江大桥、白居
寺长江大桥、郭家沱长江大桥、黄桷坪长
江大桥和太洪长江大桥等在建。

隧道方面，中心城区2020年新建成穿
山隧道1座，即歇马隧道，总数共19座。在
建隧道5座，即龙兴隧道、统景隧道、土主隧
道、陶家隧道、科学城隧道。

公共交通方面，2020年，中心城区运
营总里程达343.3公里。环线西南半环客
流逐步培育，中心城区轨道逐步呈现网络
化运营。在建轨道交通线路10条（段），在
建里程213公里。中心城区运营公交车
9569辆，同比增长231辆；运营线路824
条，同比净增25条，地面公交服务触角持
续延伸。

高速公路方面，2020年，全市新建成
高速公路167公里，川渝间直连高速增至
13条，通车里程达到3400公里。新开工铜
梁至安岳、江津至泸州北线等279公里高
速公路，成渝双城经济圈高速路网络稳步
加密。

铁路方面，成渝城际完成提质改造，成
为西南地区首条运营时速350公里的高
铁，实现成渝1小时直达；成达万、渝万高铁
开工，高铁建设驶入快车道，在建里程超
800公里，创历史新高。

民航方面，武隆仙女山机场建成通
航，一大四小机场格局形成。江北机场国
际航线增至101条，同比增加10条，旅客
吞吐量排名由全国第9位提升至全国第4
位。

水运方面，全市港口货物通过能力、集
装箱吞吐能力实现双提升，同比分别增长
1.4%和5%，果园港水水中转支线实现对上
游四川重点港全覆盖，成渝地区水水联运
水平提升。

近年来，我市坚持轨道交通引领城市发展格
局，不断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轨道便捷性可
达性不断提升，轨道客运量屡创新高，已成为市
民出行方式的重要选择。

《报告》显示，2020年，得益于环线建成投用，
中心城区轨道网络化运营逐步实现，各轨道线路
客流量趋于稳定，客流分布更均衡。

根据《报告》，2020年轨道线网正常工作日日
均客运量309.3万乘次，同比增加3.0万乘次，增
长1.0%。日均进站量205.8万人次，同比增加1.1
万乘次，增长0.5%。日均换乘量103.5万人次，同
比增加1.9万人次，增长1.9%。

随着轨道逐步网络化运营，一、二、三、六号
线客流略有减少，四、五号线客流略有增加，十号
线客流基本稳定，环线客流快速增长10.3%。

《报告》显示，2020年中心城区日均进出站客
运量超过10万人次的轨道站点共有沙坪坝、小什
字、观音桥站3个，其中沙坪坝站与小什字站日均
进出站客运量最高，均为15.5万人次。

环线客流快速增长，也带火了沿线站点。其
中，谢家湾、学堂湾站日均进出站量增加超过1万
人次，弹子石、曹家湾、鱼洞日均进出站量增加超
过5000人次。谢家湾、杨家坪站进出站客流量
首次进入中心城区前十位。

值得一提的是，环线建成运营后，轨道换乘
量保持增长，客流分布更均衡、合理，换乘压力有
所缓解。日均换乘量103.5万人次，同比增加1.9
万人次，增长1.9%。其中两路口、牛角沱换乘压
力明显缓解，小什字、大坪换乘量减少，四公里、
上新街、冉家坝换乘量快速增长。

中心城区轨道网络化运营逐步实现

环线客流快速增长10.3%

根据《报告》大数据分析，伴随着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重大战略部署深入推进以及西部
（重庆）科学城的加速建设，中心城区西向交通需
求快速增长。

从西部（重庆）科学城方向的穿山隧道情况来
看，2020年，穿中梁山隧道工作日日均车流量59.1
万pcu（标准车当量数），同比增加7.3万pcu，增长
14.1%。其中，华岩隧道全日流量增长最快。

目前，为提升西部穿中梁山通行能力，土主
隧道、科学城隧道（大学城复线隧道）、陶家隧道
正在加快建设。

穿缙云山交通需求也保持高速增长。穿缙
云山道路隧道工作日日均车流量30.9万pcu，同
比增加4.3万pcu，增长16.0%。璧山隧道、九永
高速缙云山隧道、渝蓉高速缙云山隧道增长最
快，同比增长均超过1万pcu。

中心城区西向交通需求明显增强

华岩隧道全日流量增长最快

《报告》数据显示，2020年，交通大数据更加
广泛地用于交通管理，让市民出行更加便捷。

近年来，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在市交通局、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局等部门的紧密配合下，建设“重庆
市交通综合信息平台”，作为全市交通数据汇集、
共享、应用的基础平台及面向交通规划、建设和管
理的综合决策支撑平台。

2020年，该平台实现了政府跨部门间、政府与
企业间交通数据汇集共享。在交通大数据的基础
上，建成了人、车、路、公共交通综合评估分析系统。

在交通大数据驱动下，交通管理精细化措
施持续推进，2020年，中心城区开展交通组织
优化69处，提升了道路通行效率，保障了路网
正常运行。

大数据广泛用于交通管理

市民出行更加便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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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党建工作贯穿到教育
事业各方面、全过程，以高质量党
建引领高质量教育？丰都县以掷
地有声的行动，向老百姓交出了一
份满意的答卷。

近年来，丰都县委教育工委以
夯实党建为统领，以提高质量为主
线，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创新
开展“育人先锋展风采”活动，突出

“政治统领强方向、思想教育强信
念、夯基固本强阵地、实干担当强
作风、正风肃纪强纪律”五大重点，
狠抓“锻铸师魂树丰骨、争做先锋
建丰功、立德树人育丰林、人民满
意展风采、教育提质强丰都”五大
载体，实现“学校达标率、学生成才
率、教师幸福感、均衡公平度、人民
满意度”五大提升，走出了一条党
建与教育深度融合之路。

把党支部建成一面面旗帜，把
学校建成一个个堡垒，把老师培养
成一位位标兵……丰都县委教育
工委始终抓住基层学校党建的“牛
鼻子”，充分发挥教育系统党组织
的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育人质
量提供坚强的保证。通过务实创
新抓党建，凝心聚力促发展，丰都
教育迎来了学校面貌变化最大、师
生精神提振最好、人民满意程度最
高的时期。

丰都县职业教育中心
做深高质量党建 迈步高质量发展

日前，从丰都县职业教育中心
传来喜报，学校获评为重庆市中等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旅游
服务与管理、建筑工程施工两大专
业也成功入选2021年优质专业建
设项目拟立项名单，学校入选优质
学校建设项目，进一步开启了学校
高质量发展的崭新局面。

事实上，丰都职教中心近几年

来获得的荣誉并不止于此：“全国
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全国
德育创新实验学校”改革开放40
周年重庆校园文化建设百强学校

“重庆市职业教育科研工作先进单
位”“丰都县质量兴教先进集
体”……

诸多光环的加持，是学校以质
立校的生动缩影，更是学校以党建
为引领，走好特色育人道路的坚定
实践。

近年来，学校聚焦“三大任务、
构建三大体系”，以“党总支做示
范、支部当标杆”活动为抓手，全面
推进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队伍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
设，形成了“四厚四丰”的特色党建
格局。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学校坚
持理论学习、主题党日、“三会一
课”学习制度，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形式，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树牢

“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
决做到“两个维护”。

组织是战斗的堡垒。学校以
“党总支做示范、支部当标杆”活动
加强党支部标准化建设，同时严格
落实党内组织生活制度，推进“细
胞强健工程”，增强党组织的内生
活力。

队伍是先锋的旗帜。学校优
化干部结构，全面实施党支部书记

“双带头人”培育工程，并加大党
员、干部、入党积极分子教育培训
力度，树立了一批立得起、叫得响、
做得实的优秀党务工作者典型。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共话脱贫·感恩奋进”主题活
动、“一日校长助理”体验活动……
如今，在党建引领之下，学校以形
式多样的实践，不断助推学校发展
实现新的突破与跨越。2021年本
科升学荣获重庆市第二名；校长廖
碧森、教师马文进参研的课题获国
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多名教师在

国家级、市级赛课活动中获一、二
等奖；每年为县内外行业、企业输
送技术技能型人才300人以上。

强基固本风帆劲，初心不忘谱
华章。阔别旧时路，丰都职教中心
以卓有成效的作为交出厚重的答
卷；展望新征程，学校党总支将继
续坚持政治定力，以更大的担当、
更实的举措、更优的作风，奋力加
快学校高质量发展。

丰都县实验小学校
“内外”兼修激发党建新活力

丰都县实验小学校，一所有着
550余年历史的老牌名校。办学多
年来，学校一直以文化浓、模式新、
质量优的特色，坚持五育并举，强
化素质发展，凭借丰硕的成果、良
好的社会影响，逐步成为丰都县小
学教育一张闪亮的名片。

一所百年老校为何能历久弥
新？铸牢党建的“根”与“魂”，是学
校握牢发展之舵，驶上行稳致远之
路的重要因素。

近年来，丰都县实验小学校党
委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按照

“围绕教学抓党建，抓好党建促教

育”的工作思路，促进党建与教学
深度融合发展，有效激发学校的内
生动力和外在活力，不断推动教育
事业跃上新台阶。

激活内生动力，回归教育本源
是核心。

《黄河颂》《党旗红》《啊，中国
梦》《祖国颂》……日前，在实验小
学开展的“新时代好少年·红心向
党”主题教育演讲和朗诵比赛中，
同学们结合先进人物事迹和自身
经历诠释自己对党的感恩，在全校
掀起了爱党爱国的学习热潮。

这样的活动在丰都县实验小
学校并不鲜见。围绕为党育人、为
国育才的教育目标，丰都县实验小
学校党委将初心使命融入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中，打造“小能人”培养
体系，以党建带队建开展各类主题
教育活动，培养未来之才。

此外，为了充分发挥党员的先
锋模范作用，学校党委还丰富了活
动载体，建构“双岗双责双推动”格
局，实施党员教师“双向培养”机
制，打造了一支业务精、素质高、党
性强的党员教师队伍。

焕发外在活力，肩负社会责任
是关键。

过去的2020年，对于实验小

学来说，艰难却又温暖人心。这一
年，学校扎实开展“千名教师访万
家，资助政策进农户”活动，落实国
家资助金额35.89万元，惠及1367
名困难学生；扎实开展脱贫攻坚工
作，对口帮扶的龙河镇冷浸溪村、
大月坝村、庙堂坝村70户贫困户
全部脱贫。

一直以来，学校在寻求自身发
展的同时，还主动担当作为，以联
合主题党日、送教送课下乡、“领雁
工程”结对等多种形式，助力城乡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目前，成立全县唯一1个由县
政府命名的“小学语文名师工作
室”，承办各类教研活动30余项，
组织各类培训150余人次，赞助帮
扶学校办学资金38万元……每一
个数字背后，都是实小教育人彰显
担当的生动写照。

内外兼修，久久为功。如今，
学校先后获评“先进基层党组织”

“教育系统先进党组织”荣誉称号，
丰都县实验小学校，以党建领航发
展，以行动诠释优质，不断谱写出
百年老校的崭新篇章。

文秀月 刘洋
图片由各学校提供

县委教育工委目前共有基层党支部

140个（含民办学校、幼儿园党支部10
个）、党委3个、党总支8个，共有党员

2739名。

2739名

数说>>>

打造县级党建示范点30个。党组织

覆盖率达100%。

信访投诉类案件回复率、办结率均达

100％。

100%

破除职务、职称等限制储备 35 岁以下

“教育英才”66人。

66人

累计评选校级以上“课改先锋”、“师德
先 锋 ”和“ 党 员 名 校 长 ”“ 党 员 名 教 师 ”

1800多名，建设“党员名校长工作室”

“党员名师工作室”5个。

1800多名

4000多名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组建300

多支“党员红镰志愿服务队”、4000多
名党员教师和帮扶责任人开展“六送”活动，
实现贫困学生居家学习“零掉队”。

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条例》，
教育信息用稿量连续两年位居全市区县教

委第一，县级部门连续五年排名第一。

2次教育民意调查排名全县第三。

3次成为全国 20 个“阳光校餐示范

县”之一。

第一

突出五大重点 狠抓五大载体 实现五大提升

激活“红色引擎”新动能 谱写教育发展新篇章

2021年新生入队仪式上丰都实验小学新队员代表宣誓丰都职教中心开展党建活动，参观红岩魂陈列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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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重庆交通发展情况

城市道路
■中心城区新增362公里

穿山隧道
■中心城区总数共19座
■在建5座

公共交通
■中心城区运营总里程达
343.3公里

高速公路
■全市新建成高速公路167公里
■川渝间直连高速增至13条
■通车里程达到3400公里

铁路
■高铁在建里
程超800公里，
创历史新高

民航
■一大四小
机场格局形成

水运
■全市港口货物
通过能力、集装箱
吞吐能力实现双
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