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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科技馆 坚持服务一线 已成科普先锋
近日，“红色百年路·科

普万里行——全国科普大
篷车庆祝建党100周年联
合行动”重庆系列活动在綦
江区王良红军小学正式启
动。

在为期半年的活动中，
重庆科技馆将充分发挥科
普大篷车辐射面广、机动灵
活的特点，发挥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深入偏远山区、农
村地区、社区和学校，通过
科普展览、科学课堂、院士
专家进校园、征文及摄影评
选等形式，开展中国共产党
党史及我国科技发展历程
宣传教育，促进全民科学素
质提升，庆祝建党100周年。

勇担科普先锋，绽放党
员风采。近年来，重庆科技
馆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党员
带头作出表率，弘扬科学精
神、普及科学知识，成为全
市科普战线上的一面旗帜。

“排头兵”“轻骑兵”齐上阵
打通基层科普传播“最后一公里”

双氧水实验、干冰吹泡泡、液氮实
验……在王良红军小学，中共党员、科
技辅导员吴昊带来一系列有趣的小实
验，让看似平常的空气变得很奇幻，令
孩子们无不惊叹。

科普大篷车进学校、进社区开展主
题活动460余次，行程8万余公里，惠及
117万余人次，实现了重庆区县全覆盖。

科普大篷车送科普资源下乡，只
是重庆科技馆打通基层科普传播“最
后一公里”的一个缩影。重庆科技馆
除了有科普大篷车这支“科普轻骑
兵”，还有“科普排头兵”——流动科技
馆。

为了点燃更多孩子们的“科技梦”，
中共预备党员、重庆科技馆流动科技馆
管理员冯静哲“一直在路上”。自2013
年流动科技馆项目启动以来，他已累计
出差600多天，跟随流动科技馆足迹遍
布全市各区县。

像冯静哲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截至目前，流动科技馆已深入学校

和社区巡展56次，惠及184万人次，培
训科普志愿者3500人次。

科普大篷车为100余所乡村学校、
10余个基层社区带去科普展览和科普
主题活动，行程近8万公里，惠及25万
余人次。

高素质队伍活跃在一线
打造科技志愿服务品牌活动

在重庆科技馆的一线，长期活跃
着一支志愿者队伍。他们以服务人民
群众和科技工作者为目标导向，大力
弘扬志愿精神和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传播党的创新理论和科学知识，打造
了一场场引人入胜的志愿服务品牌活
动。

馆校结合综合实践活动是重庆科
技馆科技志愿服务品牌活动之一，旨在
通过馆校互补、馆校联动，为广大中小
学生开辟“第二课堂”。

从事课程研发的团队成员70%都
是党员，他们长期从事场馆科学教育活
动，已研发出展厅主题参观、展厅主题
活动、趣味科学实验、快乐科普剧、梦工
场科学小制作、研究型课程六大类别
150门课程。

截至目前，重庆科技馆已累计签约
236所学校，接待3000余个班级，授课
近7000课时，受众学生30余万人次，课
程满意率100%。为此，科技馆被授予
首批“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
地”“重庆市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基地”
等称号。

今年2月，重庆市首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科普教育基地落户重庆科技馆。
紧扣新时代文明实践主题，从科学抗
疫到科技助力乡村振兴，重庆科技馆
志愿者队伍围绕时事热点和重点领
域，大力开展科技志愿服务进校园、进
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机关等活动
和应急科普工作，积极打造新时代文
明实践科普新高地，成为提升群众思
想觉悟、科学素质、文明素养的一支重
要力量。

“不给观众短斤少两”
展品完好率、运行率保持99%以上

“责任重于泰山——我们是重庆科
技馆展品阵地的最后一道防线……充
分调动积极性，挖掘潜能，为按时出色
完成任务而不懈努力。”在重庆科技馆
展览技术部，一直挂着这样一段话。

长期以来，这支技术骨干队伍以观
众满意为目标，不断提高科技馆展览品
质，保障展览常展常新，为观众提供优
质体验感。在重庆科技馆展览教育提
升项目和2018年-2020年常设展厅优
化提升中，展品研发工程师张倩充分发
挥党员的头雁作用，全程独立完成30
件/套展品的优化、更新。

截至目前，展览技术团队已对全
馆 148件展品进行了更新，更新展品
占全馆展品的35.9%。其中，自主研发
的“看得见的空气”荣获 2018 中国国
际科普作品大赛科普展品二等奖、第
九届中国（芜湖）科普产品博览交易会
优秀科普产品金奖，“探秘纳米”荣获

2018 中国国际科普作品大赛科普展
品三等奖。

临时展览是常设展览内容的补充
和延伸。重庆科技馆自开馆以来，共举
办71场临时展览，接待游客643.4万人
次，为观众带来了更灵活、多元化的展
览类型。

此外，为了兑现“不给观众短斤少
两”的服务承诺，展览技术团队还按时
按要求完成展品的维修、维保及改造工
作，使科技馆展品完好率、运行率长期
保持在99％以上，位居全国科技馆前
列。

搭建科普展示交流平台
提升群众科技获得感

6月26日，“‘大地之子’侯光炯院
士的科学人生”科技·人文大讲坛在重
庆科技馆举行。我国土壤科学的开拓
者和奠基人之一、中国科学院已故院士
侯光炯的学生，西南大学教授谢德体分
享了侯光炯院士的科学人生及其传承

土壤科学研究的感人故事。
科技·人文大讲坛是重庆科技馆精

心打造的大型公益科普交流平台，面向
社会免费开展。该平台以“公益·高端·
精品”为定位，搭建起专家学者、行业精
英、名人大咖与公众双向沟通的桥梁，
至今已邀请上百名嘉宾做客。

一场场精彩的思想盛宴背后，离不
开科研开发部团队的付出。为了给观
众提供精彩有趣的科普“干货”，团队成
员往往要与嘉宾反复沟通，有时候要对
演讲内容修改10余次。

正因为如此，科技·人文大讲坛得
到广泛认可，已成为重庆科技馆一张响
当当的“名片”。

“小小科技辅导员”是重庆科技馆为
青少年打造的展示教育平台，以科技辅
导员职业体验为媒介，通过展厅互动讲
解、科学探究学习、科普赛事活动等多层
次的锻炼，引导小小科技辅导员“像科学
家一样思考问题”，逐步培养起实践创
新、问题解决、责任担当等方面的能力。

为了帮助小小科技辅导员理解培
训内容，更好地将讲解内容呈现给观
众，党员干部缪庆蓉经常加班到凌晨，
研究课程、自制教具、反复实验。截至
目前，重庆科技馆已累计开展10届“小
小科技辅导员”选拔培训活动，选拔培
养小小科技辅导员近500名，为公众提
供讲解服务近5000场，服务受众超过
10万人次。

“开拓创新助力重庆科普事业发
展，重庆科技馆从未停止脚步。”重庆科
技馆党委书记、馆长赵开宇表示，结合
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科技
馆将紧紧围绕建设“人民满意的科技
馆”目标，充分利用“实体科技馆+数字
科技馆+流动科普设施+基层科普场馆”
的组织体系，推动新时代科技馆工作阔
步向前，着力提升公众科普获得感，为
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
中心贡献力量。

陆丰
图片由重庆科技馆提供

今年6月3日，“红色百年路·科普万里行——全国科普大篷车庆祝建党100周年
联合行动”重庆系列活动在綦江区正式启动

沙坪坝区树人小学校的同学们体验课程“发明的启示”

山水之城，桥都重庆。一条条
道路、一座座桥梁犹如大小动脉般
纵横交错，错综复杂。在许多道
路、桥梁、隧道的背后，有一个共同
的名字——重庆城投基础设施建
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建设
公司”)。

该公司自成立以来，扛起“城
市重大基础设施总承包、总代建”
的大旗，坚守初心和使命，发挥党
建的“红色引擎”作用，全力当好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主力军，在市政工
程建设、深化转型改革、科技创新
发展、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交出了
一份出色的答卷。

城投建设公司
发挥“红色引擎”作用 担当城市基建生力军

聚焦主责主业
勇当城建主力军

担当新使命，奋进新时代。为更
好履行市政府赋予的“新三总”职能
定位，加快市场化战略转型，去年7
月，市城投集团组建了城投建设公
司，承担起跨江大桥、市政道路、穿山
隧道等市级重大项目建设任务。目
前，承接了48个市级重大项目，总投
资约 2100 亿元，其中续建项目 23
个，新开工项目 6个，储备项目 19
个。

聚焦全新使命，城投建设公司围
绕主责主业，加强顶层设计，从人才
队伍建设、精细化管理入手，压实各
级责任，强化项目现场进度管理、安
全管理、质量管理，形成网格化管理
机制，助推重点项目建设跑出“加速
度”。

在公司成立的第一年，一纵线成
渝高速至华岩隧道西延伸段、四横线

（郎坪段）改造、西环立交、含谷立交
10条匝道和南北连接改造4个续建
项目完工，进一步完善了重庆西部快
速路网骨架，提升重庆向西立体交通
枢纽城市功能。今年，科学城隧道、
陶家隧道、金凤隧道陆续开工建设，
土主隧道提前贯通，将加速成渝地区
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助力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促进“一区两
群”协调发展，助推西部（重庆）科学
城建设。

为提升“智慧基建”水平，城投建
设公司依托校企合作，成立联合创新
合作协议签署暨协同创新研究中心、
研究生培养实践基地，共同打造城市
建设科技创新高地，孵化出科技成果
奖12项。《渝长高速复线连接道BIM
应用》获2020全球工程建设业卓越
BIM大赛第一名，公司获重庆市科
技进步一等奖。

这些答卷，见证着城市建设的发
展，也见证着城投建设公司的使命和
担当、辛勤和付出、成长和发展。

聚焦转型改革
推进市场化发展

转型改革是企业发展的必由之
路，“逐步将城投建设公司发展成为
国内一流的专业化的建设代建公司，
这既是一个目标，也是公司转型改革
发展的方向。”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曾志凯说。

为此，城投建设公司坚持公益与
市场并驾齐驱，效益与发展齐头并进
的“双轮驱动”发展战略，做实做优公
益性建设项目，做强做特市场化建设
项目。公司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市
场化发展取得了突破，有力提升了国
企市场竞争力。

市场化项目破局。按照城投集
团市场化转型改革要求，公司主动融
入市场参与竞争，首次作为代理业
主，用市场化竞争方式承接了中国
（重庆）康养高技能人才实训基地暨

老年康养中心项目的建设代理工作，
迈出了公司项目建设管理市场化的
第一步。该项目于去年11月22日
开工建设，建设用地约130亩，建设
规模约7.1万平方米，总投资约5亿
元，为全国人社系统首个获批建设的
国家级康养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
老年康养中心项目，项目的建设与投
用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的行业影响力。

市场化转型发力。探索作为社
会投资人身份，参与两江新区—长
寿区快速通道、中心城区至涪陵、中
心城区至永川荣昌三条融城通道建
设，负责融城通道项目的投、融、建、
运，进行市场化投融资运作，推进都
市区融城通道网络成形，加快构建
以城市快速通道为主骨架的主城都
市区城市道路系统，实现各种交通
方式高效衔接，形成以人为本、层级
分明、互联互通、协同发展的城市交
通一体化网络，更好地发挥城市的
综合效益和引领效果，唱好“双城
记”，建好“经济圈”。

这些转型改革探索实践，在帮助
城投建设公司持续做大做优主责主
业的同时，也极大地激发出高质量发
展的新动能。

聚焦民生责任
党建引领聚合力

做好民生实事，践行国企担当。
城投建设公司注重发挥党建对各项
工作的统领和支撑作用，党员积极投
身于民生项目建设、服务群众等生动
实践中，推进党建与业务工作的双融
合、双促进、双提升，形成“讲正气、干
实事、促发展”干事创业氛围，以高质
量党建引领公司高质量发展。

在工程建设项目一线，公司与参
建单位联合成立党员突击队带头攻
坚克难，一起为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在社区，党员为空巢、独居老人志愿
服务……城投建设公司在党史学习
教育中，各个活动现场如火如荼，飘
扬的党旗犹如“红色引擎”，汇聚着发

展的强劲动力。
党建做细了就是凝聚力，做实了

就是生产力，做强了就是竞争力。

围绕项目打造党建示范样本。以
蚂蟥梁立交改造项目、李家沱复线桥
南引道项目为依托，积极培育创建“党
建示范点”，共创廉洁文化、共建党建
品牌，向市民展现城投建设的项目形
象，这是公司党建工作的一大特色。

践行民生责任为民办实事。公司
党委与渝中区上清寺街道学田湾社区
党委建立党建共联共融共享实践机
制，落实国企党员进社区活动，以聚心
苑小区作为援建点，推进13项活动清
单，通过国企进社区为群众办实事，切
实提升人民群众的幸福感、获得感。

这一系列行动，展现了党建工作
成效，展示了企业形象，彰显了国企
的责任与担当。

启航新征程，扬帆再出发。城投
建设公司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
持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
慧和力量，以饱满的热情、高昂的斗
志投身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服务“一区两群”协调发展，助力西部
（重庆）科学城建设，为重庆城市建设
做出新贡献！

蒋莉 图片由城投建设公司提供

公司第一党支部走进渝中区学田湾社区开展“心系桑榆晚 浓浓敬老
情”办实事志愿者活动

蔡家嘉陵江大桥工程效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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