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南 党建强基打造“江南宜学城 品质教育区”
近年来，巴南区教育系统坚持党

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按照“围绕
教育抓党建，抓好党建促教育”的思
路，亮出养成教育、“五有课堂”、人才
队伍等“关键招”，促进党建与教育工
作的同频共振，实现以高水平党建引
领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为打造“江
南宜学城，品质教育区”提质赋能。

养成教育
塑造学生良好的人格品质

5月8日，西南大学华南城中学
举行了巴南区劳动美社会实践活动
之“厨艺小达人”PK赛，将舌尖上的
巴南区养成教育劳动美实践活动演
绎得淋漓尽致。以创新途径开展养
成教育，这样的案例在巴南区比比皆
是。比如，清华小学将养成教育渗透
进课程当中，打造了班队活动、校园
仪式、校园节日等养成教育课程。二
圣学校将茶道德育与养成教育有机
整合，完善茶道德育八大行为规范体
系……

事实上，巴南区教育系统出台
《巴南区新时代中小学幼儿园养成教
育行动计划》，遵循“养心性、懂礼节、

正德行、育正气”的理念，挖掘校内外
课程资源，发挥学校主体作用、家庭
基础作用、社会支持作用，开展内容
丰富、主题明确、寓教于乐的养成教
育活动，为青少年儿童成长成才打下
坚实根基。

“养成教育是学生品德形成和终
身发展的奠基工程。我们着力构建
方向正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学段
衔接、学科融合的养成教育工作体
系，推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大德
育工作格局形成，培养学生成为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巴南
区教育工委书记、教委主任唐泽奎表
示。

五有课堂
培养学生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

去年12月23日、24日，主题为
“聚焦关键问题，共建五有课堂”的巴
南区小学有质量课堂教学现场推进
会举行。会议提出，“要明白质量的
真正含义、要提升教师专业技能、要
脚踏实、要有自己的品牌建设”。

两天时间里，龙洲湾小学、星澜
汇小学等学校的教师分别执教了学

科常态课，带领与会者一起领略了
“五有课堂”的精彩。

所谓“五有课堂”，指课堂上“有
精准目标，有目标评价，有思维训练，
有有效练习，有习惯养成”，这5个有
机要素一起构成一种兼具互动与开
放、整体与系统、多元与个性的课堂
新生态，提升学生的知识、技能、能力
与素养。

比如，在“有有效练习”环节，要
求展开自主合作学习不少于15分

钟，基于目标、学情提供有效的练习，
面向全体展开检测反馈，让以例究
理、审辨思维、合作交流等元素贯穿
其中，培养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和多学
科运用的能力。

而“五有课堂”的开展也将倒逼
学校着重在引领课程教学改革、提高
教育教学质量上下功夫，促进教师着
重在改进教学方式、提高教书育人能
力上下功夫……从而更好地培养学
生的关键能力和必备品格。

锻造人才
打造德技兼修的教师队伍

被评为2014年教师教育工作先
进单位；被评为“重庆市2017年度教
师教育工作先进集体”；“悟人生真
谛，修教育正道”理念下教师专业发
展的“12345模式”获得重庆市教学
成果三等奖……

众多荣誉的背后，折射的是巴南
区教育系统多维并举地念好“师德
经”，加强教师专业发展所做出的不
懈努力。

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巴
南区教育系统把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作为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立足师德
师风建设和教师专业成长两个重要
着力点，打造一支政治素质过硬、业
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
专业化创新型教师队伍。

据了解，巴南区教育系统建立健
全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以日常行
为规范管理、师德评议考核制度、开
展相关活动等方面为核心，确保师德
师风建设常态化、机制化，并建立师
德考核负面清单制度和师德不良记
录台账，严明从教纪律，规范教师从

教行为。
与此同时，巴南区教育系统探索

“区管校聘”新机制，大力推进“国、
市、区、校”四级培训，深入开展“名师
工程”“青蓝工程”“绿叶工程”，实施
校长和教师的定期交流聘任、城乡双
向交流、支教、互派等，建立名师、名
校长研修制度，形成了全面展开、广
泛覆盖、专业协同、实践体验的培养
体系。

数据显示，5年来，交流校级干
部280人次，以顶岗、支教、互派、集
团学校内部交流为主要形式的不变
动关系交流共计1900余人次，变动
人事关系交流542人。近两年，已安
排112名新聘教师到农村学校支教，
建立21个“名校长工作室”“名师工
作室”，培训学员988人。

下一步，巴南区教育系统将进一
步创新培训模式，开展好教师培训需
求调研工作、做好训后跟踪，加强对
校本培训的调研指导工作，促进教师
队伍培训迈向新的高度。

姚兰 何霜 张骞月
图片由巴南区教委提供

实施养成教育 构建“五有课堂”打造人才队伍

学生们到红色基地接受抗战历史文化熏陶

1925年7月2日

团重庆地委领导
“七二渝案”反帝运动

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 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
重庆日报 联合推荐

1925年7月2日 由团重庆地委主导的重庆国民
外交后援会在南岸龙门浩英国隆茂行附近举行声援五
卅运动活动，英国军舰上的水兵突然登岸，刺死刺伤民
众数人，制造了“七二渝案”，激起重庆市民极大愤恨。
3日，国民外交后援会组织民众以多种方式抗议英军
暴行，遭到军阀当局镇压，多人被捕。在团重庆地委的
领导下，重庆人民坚持斗争、毫不退缩，最终迫使
军阀当局释放被捕民众。

本报讯 （记者 王天翊）重庆
日报记者获悉，根据6月30日市政
府印发的《重庆市深化“证照分离”
改革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发展活力
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7月1
日起，在全市范围内取消68项涉企
经营许可事项。

《方案》明确提出实行涉企经营
许可事项清单管理、分类推进审批
制度改革两项改革任务，旨在落实
国务院关于深化“证照分离”改革部
署要求，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

实行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清单管
理方面，《方案》按照《中央层面设定
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
（2021年版）》《重庆市设定的涉企经
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2021年版）》
《在重庆自贸试验区进一步加大改
革试点力度的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
革清单（2021年版）》三张清单，对所
有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实行全覆盖清
单管理，清单之外不得限制企业进
入相关行业或领域。同时，清单将
实行动态更新管理，定期调整并向
社会公布。

审批制度改革将根据具体情况
分4类推进：一是直接取消审批，在
全市范围内取消68项涉企经营许可
事项，自贸试验区额外试点取消14
项涉企经营许可事项；二是审批改
为备案，在全市范围内将16项涉企
经营许可事项改为备案管理，自贸
试验区额外试点将15项涉企经营许
可事项改为备案管理；三是实行告
知承诺，在全市范围内对37项涉企
经营许可事项实行告知承诺，自贸
试验区额外试点对40项涉企经营
许可事项实行告知承诺；四是优化
审批服务，通过主动下放审批权限、
加强业务指导、精简许可条件和审
批材料等手段，对405项涉企经营
许可事项进行优化。

《方案》还从深化商事登记制度
改革、推进涉企经营信息共享、加
强电子证照归集运用方面完善了改
革配套政策措施，包括推行经营范
围规范化登记，为企业自主选择经
营范围提供服务；政务数据归集至
市大数据资源中心，实现跨层级、
跨部门涉企经营信息共享；建立全
市统一的涉企电子证照库，2022
年底前全面实现涉企证照电子化
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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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7月1日，渝北
区仙桃数据谷悦港大桥右幅正式建成通
车。

据了解，悦港大道数据谷段位于悦

港大道中段，西接悦来悦清大道，东接
空港新城秋成大道，是仙桃数据谷东西
向交通咽喉，包括桥梁和隧道各 1 座。
其中，仙桃数据谷悦港大桥作为悦港大
道数据谷段重要建设节点，总投资约
1.5 亿元，桥梁总长 325 米，主线标准宽
度为 39米，横向分为左右两幅，双向六
车道。

目前，悦港大桥已达到右幅通车条件，

通车后将大大缩短数据谷园区往来悦港王
家庄站交通时间，不仅直接方便了园区
5000余名企业员工的交通出行，更让悦清
大道、悦港大道等交通动脉形成了循环回
路，将大大改善仙桃数据谷对外交通条件，
提高仙桃数据谷与中央公园、水土云计算
中心之间的通达性。

记者了解到，仙桃数据谷悦港大桥整
体通车时间预计为2021年12月底。

仙桃数据谷悦港大桥右幅通车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龙丹梅）6月30
日23:30，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入仓，渝西
水资源配置工程（以下简称“渝西工程”）德
感加压泵站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比计划封顶
时间提前了3天。该项目是渝西工程东干
线重要节点项目，承担着对江津、九龙坡和
重庆高新区等区域的供水任务，预计11月
中旬可满足通水条件。

德感加压泵站位于江津区堰塘湾、油
德隧洞出口处，总投资1.83亿余元。加压
站将通过对圣中水库自流至油德隧洞的水
进行加压，分别向新建德感水厂和西彭水
厂供水。泵站设计流量12.15立方米/秒，
总装机容量19800千瓦，厂区主要布置有

调压井、加压泵房、配电间、变配电间、管
理楼等建筑物。

今年1月23日，德感加压站首仓混凝
土开仓浇筑，主体工程原计划7月2日全部
封顶，但参建单位努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
夏季高温降雨、交叉施工干扰等诸多困难，
提前完成了节点目标，为加快后续施工奠
定了坚实基础。据该项目负责人介绍，德
感加压泵站5台增压泵将于8月1日开始
安装，9月20日安装完成，预计11月中旬满
足通水条件。

据了解，德感加压泵站是渝西工程首个
完成主体封顶的节点项目，工程其余节点项
目目前正在加紧推进中。

德感加压泵站主体结构封顶德感加压泵站主体结构封顶
系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节点项目系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节点项目
预计预计1111月中旬可满足通水条件月中旬可满足通水条件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7月
1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住房城乡
建委获悉，嘉华大桥南延伸段三期
工程主线于当天上午通车。同日，

“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工程东水门至
储奇门段也对外开放。

嘉华大桥南延伸段三期主线工
程包括嘉华大桥南延伸段南段主线
道路、嘉华大桥往杨家坪方向匝道、
李家沱往嘉华大桥方向匝道。

该工程位于九龙坡区，起于杨
九路立交，止于锦龙路青龙嘴立
交，南段全长约0.77公里，设计主
线为双向6车道，设计时速为80公
里。

东水门大桥至储奇门段治理提
升工程位于渝中区长滨路，起于东
水门大桥下，止于储奇门码头，全长
1.39公里。该治理提升工程主要是
实施滨江岸线环境综合整治，提升
消落带生态景观，建成后不仅提升
滨江岸线景观品质，还保障了滨江
岸线步道连续性，提升了步道景观
体验。

嘉华大桥南延伸段三期主线通车
“两江四岸”治理提升工程东水门至储奇门段对外开放

德感加压泵站主体工程封顶。 （市水利局供图）

7月1日，渝北区仙桃数据谷悦港大
桥右幅正式建成通车。

（受访者供图）

7月1日，嘉华大桥南延伸段三
期主线工程及部分匝道通车。

（图片由市住房城乡建委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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