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南 书写优学优教民生答卷
提质升级

绘就“均衡优质”幸福底色

时光倒回去年秋季学期开学，巴
南区箭滩河小学、生物城小学、花溪二
小建成投入使用。宽敞的运动场、崭
新的教学楼、配置齐全的功能室……
走进校园，温馨宜人的环境，令人眼前
一亮。

这 3所新建的公办小学投入使
用，满足了周边小区适龄青少年就近
入学的需求，推动了区域办学资源的
有效扩展。

这是巴南区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
盖范围，缩小校际差距、城乡差距的一
个生动实践。

“孩子‘有学上、上好学’，教育责
无旁贷。要着力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
公共教育服务体系，扩大学前教育、基
础教育的学位供给，让群众在家门口
就能享受优质均衡的教育。”巴南区教
育工委书记、教委主任唐泽奎说。

在重庆市中心城区当中，巴南区
的“二元”经济社会特征明显，是典型
的大城市带大农村经济格局，面临学
前教育和义务教育学位供给压力，以

及城乡之间、校际之间均衡发展的巨
大考验。

压力面前，区教委下好教育优先
发展先手棋，从“人、财、地”三个方面
倾斜，科学合理布局城镇义务教育学
校与幼儿园，并联动巴南区委、区政
府、区发展改革委、区住房城乡建委、
区财政局等部门，形成强大合力，促进
教育资源供给持续扩大，实现“量”的
扩张和“质”提升。

据悉，巴南区落实建设用地供给、

建设规模、经费投入、建设主体、建设
时序，推动与对应地块住宅项目同步
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并通
过新建、回购、改扩建等方式，为群众
提供更多义务教育、学前教育的优质
学位资源。

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巴南
区建成新学校24所投入使用，新增学
位4.6万余个，每年安排近2万名流动
人口子女入学，努力解决学位供需矛
盾。

扩大资源
集团化办学铸就优质资源

2007年，巴南区正式启动了鱼洞
二小“一校两区”的试点工作，在全市
率先开启了小学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探
索。

当先锋，谋发展。巴南区在加快
推进集团化办学的过程中，以教育公
平为诉求，以优质均衡为目标，打出顶
层设计、创新机制、资源共享、深度交
流、融合创生等“组合拳”，构成特色鲜
明的集团化办学模式，以破解“择校
热”“大班额”，促进教育实现均衡优质
的发展。

事实上，巴南区打破集团化办学
单一模式，以“名校（园）+新校”、“名校
（园）+潜质学校”模式，组建了7个名
校（园）教育集团，按照“城区优质学
校+农村学校、薄弱学校”的模式组建
18个中小学发展共同体，以“重点中职
学校+参与配合学校+科研院校+行业
协会+园区企业”为模式组建4个职业
产业教育联盟，构建了区域教育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巴南范式”。

在组建教育集团、发展共同体、职

业产业教育联盟后，巴南区以紧密型、
领办型、松散型等7项运行机制，带动
教育集团有序运行。同时积极发挥优
质教育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加强集
团内各校在管理、科研、文化、课程、师
资等方面的内涵发展，促进校际间的
深度融合，提升集团内各校的办学质
量，从而整体提升区域教育质量，以满
足群众对优质教育资源日益增长的需
求。

比如，东城校区、恒大城小学、巴
南小学、星澜汇小学、融创小学、昕晖
小学、珠江城小学、生物城小学，在鱼
洞二小教育集团这个大家庭里孵化、
融合、成长，寻找到了自己独特而有个
性的发展路径，为更多的学生提供优
质均衡的教育。

此外，巴南区完善经费保障制度、
考核激励制度、退出再生制度，构建完
整的保障机制体系，进一步撬动了集
团内各校的办学活力，优化了教育资
源的合理配置，提高了集团内各校的
办学水平。

姚兰 何霜 张骞月
图片由巴南区教委提供

扩大学位供给 推进集团化办学 扎实办好惠民事

近年来，巴南区教育
系统充分发挥党建引领
作用，践行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切实做到
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
所急、解群众之所困。

民生为重，百姓至
上。巴南区教育系统以
人民满意为标尺，围绕
“江南宜学城，品质教育
区”目标，聚焦“公平”“质
量”，通过区域内幼儿园
扩容提升，化解“入园难”
“入园贵”问题；以新建改
扩建等方式，建设更多百
姓家门口的好学校；大力
推进集团化办学，推动教
育优质均衡发展……持
续优化教育发展环境，不
断提高“优学优教”水平，
书写了有温度有厚度的
民生答卷。

巴南区组织小学进行高质量的课堂教学现场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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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杨永芹

6月12日上午8时，端午节假期首日，成渝
高速中梁山隧道出口，出城的车辆已排起长龙。

成渝高速，是重庆最繁忙的高速公路之
一。数据显示，从1994年通车到2020年，成渝
高速重庆段日均车流量从1.1万辆次增长至
14.55万辆次，增长了13.03倍。

成渝高速，是西南地区修建的第一条高速
公路，也是全国第三条高速公路，被称为“西南
第一路”。它的建成通车，引领地处西部内陆的
重庆进入了现代化交通时代——高速公路时
代。

从重庆驾车到成都
曾经需要10多个小时

成渝高速建设前，连接重庆、成都的是一条
建成于上世纪30年代、全长438公里的成渝公
路。新中国成立后，虽多次整修改建，但仍不堪
重负，不仅堵车严重，而且交通事故频发，已远
不能适应成渝两地经济发展的迫切需要。

“早上开车从重庆出发，晚上10点多才能
开拢成都。”曾在重庆汽车运输公司跑运输、现
任重庆成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运行保障中心副
主任刘昕回忆，当时开车去成都单程少则10小
时，遇上堵车甚至要约两天。

新建一条成渝公路，成为当时两地群众最
热切的期盼。

上世纪80年代，成渝公路被列入“八五”期
间重点公路建设项目，同时也成为交通部规划
的“两纵两横”国道主干线上海至成都的组成部
分。1983年9月，四川省和重庆市着手对成渝
公路进行可行性研究。

成渝公路该怎么改建、建成什么标准？当
时，没有多少可以参照的标杆，四川省和重庆市
都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1987年12月，国家计委批复：保留原路，
另建新线。当时的批复中，新成渝公路还只是

“高等级公路”。按照设计方案，新成渝公路起
于成都五桂桥，止于重庆陈家坪，为节省投资，
成都五桂桥至简阳及重庆陈家坪至来凤驿为一
级路，其余为二级路。

1991年，成渝公路建设者们在评估时发
现，成渝地区车辆快速增加，预计到1995年新
公路建成通车时，日流量将超过7000辆次，而
二级路的承受上限是5000辆次。

“辛辛苦苦修条路，中间来个‘小盲肠’。”重
庆段和四川段相继修改了建设方案，将“二级”
路改为“一级”路，“两车道”改“四车道”。

全封闭、全立交、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
80-100公里，设计流量是老成渝公路的150
倍，新成渝公路已经达到了高速公路的建设标
准。在计划经济年代，做这样的决定要冒“越

矩违规”的风险。
为保工期，“二改一”方案由建设指挥部通

过后直接实施，再报相关部门寻求批准。直到
1992年12月，国家计委复函同意“成渝公路全
线按一级公路一次建成”，这个冒险方案才得到
承认。

引领高速路建设模式创新
控制工程实现三大创新

业界人士普遍认为，成渝高速从设计、建
设、运营全过程，一路探索、一路创新，早已成为
重庆乃至全国高速公路的样板。

据悉，成渝高速公路建设期间，在交通部等
相关部门的直接领导下，实现了“三个引进”，即
引进世行贷款、引进竞争机制、引进实施国际通
用的“菲迪克”条款，还推行了工程承包制、招投
标制、管理制、工程师监理制等先进管理模式。

据介绍，成渝高速重庆段是全线建设最艰
难的一段。虽然长度仅为全线的1/3，但工程
量就占了1/2，全线最长的隧道、最大的填方都
在重庆境内。在建设过程中，建设人员积极创
新，实现了控制工程的三大创新：

荣昌至来凤段，创新“利用废方，扩宽路基，
把二级路改为一级路”的优化设计方案，一次建
成一级路，不仅满足了今后车流量增大的需求，
还节约了工程投资；中梁山和缙云山隧道，采用

“半横向式通风改为纵向式通风”的方案；三星
沟大桥变更为高路堤建设方案。

重庆结束没有高速路历史
成渝两地车程缩短至约4小时

1994年4月28日，成渝高速迎来历史性一
刻：重庆段首段陈家坪至上桥建成通车，全长5
公里。

重庆成渝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
先明清楚记得当时的情景：当日上午10时，在
陈家坪立交入口处（当时还未建立交）隆重举
行了成渝高速通车典礼，准备上高速的车辆已
经排成长队。刘先明与同事一起驾驶着5辆
长安面包车，引领社会车辆驶上高速公路。

1994 年 10 月 18 日，重庆段主线初通。
1995年9月25日，成渝高速全线建成通车。它
比原有的成渝公路车程90多公里，比成渝铁路
里程短160多公里。从此，两地间车程缩短至
约4小时。

随着重庆直辖，重庆高速公路建设进入快
车道。市交通局数据显示，到2020年底，重庆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经达到3400多公里，中心
城区射线通道达到12个，对外通道达到24个，
其中川渝间在建或已建高速公路已达到19条；
每百平方公里路网密度达到4.13公里，均居西
部前列。

□本报记者 白麟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工矿企业
产能增长和居民生活水平改善，电能紧
缺成为重庆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经多方努力，华能与重庆市达成共
识，积极推进华能珞璜电厂一期工程上
马，计划建设容量72万千瓦，这将把重
庆的总发电量提升1倍多。

1988年9月，项目开工。华能和重
庆在全国广招人才，华能珞璜电厂党委
书记胡泽荣也是在此时加入珞璜电厂。

作为国家“七五”重点能源建设项
目，珞璜电厂一期总投资18.3亿元，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庆市投资最大的工
程项目。

胡泽荣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各类专业
技术人员一起，被分配到各个岗位上，忙
得热火朝天。那些纵横交错的巨大电
缆沟、靠100多人拉动的6KV电缆、重
达300吨的汽包、100多个轮子的平板
车……让他们震撼又兴奋。

更让胡泽荣印象深刻的，是来自国
外的先进发电技术。电厂一期工程成套
引进了法国阿尔斯通公司两台单机容量
360MW亚临界燃煤汽轮机组，并在国
内首家引进日本三菱重工烟气脱硫装

置。一期工程建设现场一度驻扎的大批
外籍技术专家，厂里也专门派出多批技
术人才前往法国、日本、西德学习。

1991年9月11日，电厂1号机组
投产发电，1992年2月14日，2号机组
投产发电，标志着一期工程全面建成。
1996年 12月，电厂二期工程启动建
设，继续成套引进法国阿尔斯通公司两
台单机容量360MW亚临界燃煤汽轮
机组，并于1998年12月全部投产。

二期工程建成后，电厂总装机容量达
144万千瓦，超过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庆市
所建电厂的装机容量总和，为刚刚成立
的重庆直辖市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

2004年9月，电厂三期工程动工，这
一次，核心技术设备和整个机组的建设
运维实现了完全自主。

2007年2月，三期工程全部建成
投产，电厂总装机容量达到264万千
瓦，成为我国西南地区装机容量最大的
环保型火力发电厂，当时重庆市每使用
10度电，就有3度来自于珞璜电厂。

建厂以来，珞璜电厂总投资约120
亿元，累计发电2300亿千瓦时。2020
年6月，该电厂建成投产西南地区首个
污泥耦合发电项目，为传统燃煤电厂转
型发展提供了示范。

3轮建设后珞璜电厂担当发电“主力”

□本报记者 杨永芹

6月22日上午，重庆江北国际机
场T3B航站楼施工现场，塔吊林立，机
械轰鸣，一派忙碌。

工地的对面，正是T3A航站楼。“从
T1航站楼到T3A航站楼，再到在建的
T3B航站楼，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经历过
5次扩建。”重庆机场集团有限公司党
委书记、董事长谭平川说，江北国际机
场2019年完成旅客吞吐量4479万人
次，位居全国第9，并跻身全球第48位。

T3B航站楼2024年建成后，重庆
江北国际机场跑道数量将位居全国前
列，以更靓丽、更先进、更国际化的面貌
展现在世界面前。

上世纪80年代，重庆仅有军民共
用的白市驿机场。建于1939年的白市
驿机场，是当时国内仅有的4个国际民
航机场之一。上世纪70年代，白市驿
机场每天起降的民航班机只有四五架，
上世纪80年代末时一共也只开通了十
几条航线。航空是现代城市经济发展
的重要“引擎”之一，重庆新建航空枢纽
的迫切需求，被提上国家日程。

1984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
正式批准新建重庆江北机场。

1985年 11月 30日，机场破土动
工。

1989年4月12日，时任中央军委
主席的邓小平为机场题写了“重庆机
场”四字。

1989年12月6日，机场正式定名
“重庆江北机场”。

1990年1月22日，重庆江北机场
正式建成通航。

1998年，江北机场更名为“重庆江
北国际机场”。

2001年12月，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启动了二期扩建，该工程是国家计委、
重庆市和民航总局“十五”期间的重点
建设项目，也是国家西部大开发首批十
大重点工程之一。之后，重庆江北国际
机场相继进行了三期、四期扩建。
2020年11月，T3B航站楼和第四跑道
开建，这是第五次扩建。

目前，重庆江北国际机场已经成为
中西部首个拥有3座航站楼、3条跑道
同时运行的机场，累计开通国际地区航
线101条。到2024年，重庆江北国际
机场可满足年旅客吞吐量8000万人
次、年货邮吞吐量120万吨、年飞机起
降量58万架次的需求，将支撑重庆在
西部地区带头开放、带动开放。

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的5次扩建由原路改建到新建二级路再到全线高速公路的“三级跳”

“西南第一路”建设背后那些事

城市基础建设是城市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其发展水平反映了城市发展的质量和潜

力。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市加快了高速公路、机场、电厂等基础设施建

设，为重庆经济发展注入了巨大动力。

核
心
提
示

1995年9月，成渝高速公路全线通车，成渝间的距离缩短至4个小时车程。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