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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江山水映巴渝，火树银花不夜城。绰约山城向西而行，描摹科学之城新画像。
2020年，重庆市政府部门作出“举全市之力、集全市之智，高起点高标准规划建设西部

（重庆）科学城”的战略部署。作为首批27个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一的重庆高新区迎
来新的发展使命——承载西部（重庆）科学城建设。

2021年5月17日，西部（重庆）科学城党工委、管委会正式授牌，和重庆高新区合署办
公。高新区发展迎来重要里程碑，科学城建设进入快车道。

“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在李商隐《夜雨寄北》的缙云山下，西部（重
庆）科学城文脉绵长，厚积薄发，展翅腾飞，在这1198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集聚了28所高
校、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278个市级以上研究机构，一座以“科学之城、创新高地”为总体
定位，聚焦科学主题“铸魂”、面向未来发展“筑城”、联动全域创新“赋能”，以大健康、新
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高技术服务业为主导的文化之城、科技之城、未来之城拔地而起！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基础教育作为奠基工程，在新的发展阶段，如何贯彻新发
展理念，构建教育新格局？在西部（重庆）科学城强势崛起中该有怎样的担当作为、贡献怎
样的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撑？重庆高新区教育人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全面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始终坚持“五育并举”，追逐着“新智慧教育”的梦想！——“一群智慧的校
长，在智慧的校园里，带领着智慧的教师，运用智慧的方法，构建智慧的课堂，与智慧的家
长一道，培育具有中国情怀、世界眼光、创新能力、面向未来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构建换道超车的“双引擎”

重庆高新区

奋力谱写“新智慧教育”的华丽篇章

西部（重庆）科学城是“科学家的家、创
业者的城”，教育是城市发展的第一软实力，
是最大的民生工程。一流城市孕育一流教育，
一流教育成就一流城市。高新区高度重视教育
工作，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始终坚持
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成立党工委教育工
作领导小组，按照“高点定位、高位谋划、高
端嫁接、高效推动、高质量发展”“五高”要
求，确立“科创高新·智慧教育”发展思路，
聚焦“打造西部教育高地引领区、教育改革发
展先行区、全国智慧教育示范区”目标，按照

“一年打基础、两年上台阶、三年大变样、未
来5—10年建成一流的现代化、国际化教育强
区”的路径，以实施教育“十百千万工程”为
抓手 （即“五智”教育：打造 10 所智慧学
校、选树10名智慧校长、培育100名智慧名
师、构建1000堂智慧优课、培育10000名智慧
之星），滚动实施“学校建设三年行动计划、
教育质量提升三年行动计划”两个教育“三年
行动计划”，加快推进教育创新实验，构建新
时代教育高质量发展体系。

“抓教育就是抓经济、就是抓民生、就是
抓营商环境，把‘科创高新·智慧教育’打造
成为高新区的特色。”重庆高新区公共服务部
门领导谈及教育发展时充满坚毅和期待。

“高新区的教育迎来难能可贵的机遇。我
们党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是教育的历史机遇；
重庆市政府部门高起点、高标准建设西部（重
庆）科学城，是教育的战略机遇；重庆高新区
高度重视教育工作、优先发展教育，是教育的
发展机遇；新时代信息化、智能化的迅猛发
展，是教育的转型机遇；教育新发展格局的战
略构建，是教育的变革机遇，这‘五大机遇’
必须准确把握。”

“教育发展现实基础与建设一流教育强区
目标的差距、教育发展总体水平与西部（重
庆）科学城地位的差距、教育发展整体认识与
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差距、师资队伍整体水
平与‘五智教育’认识的差距、现代教育治理
成效与办人民满意的教育需求的差距，这些问
题不容回避，更是当前高新教育亟绝应对的

‘五大挑战’。”
基于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和教育发展的机遇

挑战，“科创高新·智慧教育”勾勒出高新区
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清晰脉络。

打造西部教育

高地的“教育梦”
“科学城微讯报道，四川外国语大学与高

新区战略合作，要建一所200亩的高完中，
2022年就会投用，再也不为孩子‘小升初’
的事情烦心了，据说这所学校一年就要建成
投用，这就是高新速度！”

“重庆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在科学城揭
牌，将迎来历史发展机遇，借助重庆师范大
学的战略合作支持，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重庆高新区大地上，教育喜讯频频传
来，教育变化翻天覆地。但在2020年前，这
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在这313平方公里的核
心区域，尽管高校云集，集聚了重庆大学、
四川美术学院、陆军军医大学、重庆师范大
学等8所高校，但基础教育还不均衡，高新
区北部大学城片区和南部城市待开发新区差
距较大，优质教育资源匮乏，典型的城乡二
元结构。如何盘活资源，涅槃重生，激发活
力，成了摆在高新人面前的难题。与普通的
行政区不同，高新区的教育与卫生健康、文
旅、民政、退役军人服务等工作一起，统一
划归公共服务部门管理，在高新区“小机
构、大服务”的现实环境中，教育机构和人
数高度精减，时代机遇与现实境遇之间，高
新区如何破局？

高新区的发展，必须转变思路，必须换
道超车，才能在新时代抢抓机遇、脱颖而
出，西部（重庆）科学城的配建标准将高新
区推入发展快车道，两个教育“三年行动计
划”成为高新教育加速发展的双引擎。

城市的定位和功能决定了配套的标准和
规格。在刚刚起步的高新元年，重庆高新区
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建就建百年名校，
修就修品质学校。2020年，投入25.1亿元，
科学城巴蜀中学、高桥实验学校、永祥实验
中学、科学城南开小学等7所中小学一同开
工建设，新增学位2万个；投入1.2亿元，完
成大学城人民小学、重师附中改扩建；投入
2.6亿元，回收回购24所幼儿园，小区配套
幼儿园全部治理完成，公办率、普惠率分别
由移交时的28.6%、68%迅速攀升至62.2%、
94%……

起跑就是冲刺，开局就是决战。校校有
项目、校校有投入、校校有变化，高新区教
育硬件的提档升级老百姓清晰可见，但更加
感同身受的是高新教育人对教育质量的不懈

追求。
信息时代推动了教育变革，“教育质量绝

不是追求冰冷的分数，而是学校的内涵发
展、教师的专业发展、学生的个性发展的化
学反应和高度融合。”基于这样一种认识，高
新区全区学校配备了创客教室、千兆带宽、
教室空调等，全面推动课程建设，国家课
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迸发出强大生命
力，机器人编程、足球、篮球、击剑、书
法、绘画、舞蹈等种类繁多的社团课，让放
学后的课后服务时间成了学生个性发展的欢
乐海洋。

“我家小雅呀，放了学还要在学校跳会儿
舞再回家。”来自重庆科学城永祥小学的学生
家长曾女士提到女儿时说。

“那什么时间做作业呢？”
“一、二年级没有作业，回去她还要跳会

儿绳。”
重庆科学城永祥小学的课后延时服务仅

仅是教育的一个缩影，据悉，高新区坚持
“作业管理+特色课程+快乐时光”三段式课
后服务，以每周5天、每天2小时的“5+2”
课后服务有效对接家长的下班时间，推动

“双减”工作落地落实落细。
“‘双减’的主阵地在学校，学生的作

业减下来，但可以把体育锻炼、家务劳动加
起来，把育人质量提上去。”从抓“双减”
到严“五管”，从破“五 唯”到强“五
育”，这一系列的重大改革决策让教育回归
本真，折射出高新教育遵循教育规律和人
的发展规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坚
持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良
好生态。

2020年，重庆高新区创建全国各类特色
学校15所，“重庆市未成年人劳动教育联盟
成员校”5所，“家校社共育暨家庭教育实践
校”12所，获全市小学足球比赛冠军、全市
攀岩比赛冠军、全市初中田径比赛冠军。高
新区6支队伍参加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
荣获4个一等奖、两个三等奖，师生荣获国
家奖项及荣誉 300 余项、市级奖项及荣誉
1000余项。高新教育人以“一人当作十人
干”的拼劲、“三步并做两步走”的干劲、

“干一件成一件”的韧劲，在西部巴渝大地上
书写着教育的奋进之笔！

没有教师的高质量，就谈不上教育的高
质量。“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2020
年，高新区教育系统公开招聘教师，吸引国
内外一流大学的应届优秀毕业生选择科学
城、投身高新区建设，在招录的教师中，高
素质人才集聚，有来自宾夕法尼亚大学、南
洋理工大学等高校的优秀毕业生，有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内优秀高
校的学子，整个新招队伍硕士及以上学历占
比达91.8%。

2021年，重庆高新区公开选聘优秀骨
干教师152名，市区级骨干教师、市区级
赛课一等奖或者基本功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报名人数就达3800余人，岗位平均竞争比
19∶1。是什么让重庆高新区的教师岗位如
此具有吸引力？

“高新区对人才的充分尊重、高度重
视、亲切关怀让我感受到如家般的温暖，来
到学校的第一天，校长带我到每间办公室向
教师们介绍我，在每位教师的脸上，我感受
到了师者的温暖，在每名学生的脸上，都洋
溢着生命的活力。”杜伦大学毕业的李老师
说。

“高新区的速度和高效吸引了我，发布
招考教师信息后两天时间完成资格审核，两
天时间完成笔试、面试，马上发布成绩，高
效的背后是高新人夜以继日的拼搏和努力，
我也想加入他们！”

站在讲台上的那个人，决定着那间教室

的温度，也决定着学生生命成长的程度，更
决定着教育的品质和发展的高度。高新区的
教育不光要引纳外来的“金凤凰”，还要培
育自己的“金凤凰”。

“慢进就是退步”，高新区紧抓教师的
职业成长和专业发展，开展大学习、大培
训、大练兵、大比武，实现大提升。一年
多来，组织辖区近400名管理干部开展定制
式全员培训，近3000名中小学教师参加了
暑期全员集中校本培训。借力全国、全市优
质教育资源，建立名师“工作室”“工作
站”等，以“名师”育“名师”，高门槛、
高标准招考教师，建立“优选+优训+优
录”一体化人才先期培养模式，造就了一批
优秀师资。

今年4月，重庆高新区与重庆师范大学
深度合作，组建校地联盟，共建重庆师范大
学基础教育研究院，基于重庆师范大学深厚
的教师教育人才培养的理论研究和教育实践
基础，立足基础教育实践，为教师提供更加
专业、更加科学的发展平台。

星光不负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2020年，重庆高新区教师荣获市级赛课基
本功大赛一等奖34人、二等奖21人，所有
参赛教师全部获奖，居全市前列。2021
年，在重庆市体育教师基本功大赛中，高新
区8名教师参赛，7人获全能一等奖，1人获
全能二等奖，团体总分获一等奖，充分展示
了高新教师的风采。

众力并，则万钧不足举也。聚焦高质量
发展，高新区上下一心，每个人都有自己的
角色作为。学校将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旋
律”，校长担当高质量发展的“主心骨”，课
堂是高质量发展的“主阵地”，教师成为高
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学生争当高质量发
展的“主人翁”，在高新大地上，智慧教育
以日新月异的姿态散发出教育的生命张力。

吼的是号子，干出来才是路子！高新教
育人迎着挑战上、顶着压力闯、奔着目标
干，紧抓教育质量“主旋律”不放松，出台

“5+N”教育配套管理文件，开展“5+N”智
慧教研系列活动，构建“5+N”智慧教育评
价体系，形成“校校打造智慧学校、人人争
当智慧教师”的浓郁氛围。

智慧教育“大家谈”——校长谈、中层
谈、教师谈、学生谈、家长谈，解放思想，
更新观念。

智慧教育“大家做”——研究智慧教育
发展方案，制订智慧名师、智慧学生培养规
划，校校有智慧规划、人人有智慧计划。

智慧教育“大家评”——建立智慧学
校、智慧校长、智慧教师、智慧课堂、智慧
之星的评估考核标准，以评价导向引领发展
方向。

“高质量发展的教育，功在课内。”高新
区紧抓学校课堂“主阵地”不放松，向40
分钟要质量，借助智慧校园建设，改革聚焦
课堂、校长深蹲课堂、教师深耕课堂，推进
信息化、项目化、板块化智慧课堂融合教
学，推进翻转课堂、慕课、平台优课综合运
用，推动智慧课堂由新技术走向新形态。

在步步实践中，高新区让教育人看到了
发展的无限可能——

名校+新校，“1+X”办学联盟体集团发
力，干部教师互派、教育资源共享、教研联
合互动、教育督导共评的联盟机制高效运
转。

“学前普惠行动、小学攻坚行动、初中
振兴行动、高中登峰行动、职教双元融通行
动”的五大行动促进智慧教育的高位优质均
衡。

重庆大学城人民小学校以创响阅读、创
响课堂、创响科研为抓手，引领教师向智慧

教师迈进；重庆师范大学附属第二小学不仅
打造了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室、科创活动室
等，还开展了以“人工智能+机器人+计算
机编程+竞赛”为代表的一系列人工智能教
育课程，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全能型人才；
高新区康居西城小学瞄准“五智”教育，在

“智”建课程、“智”主课堂、“智”在管
理、“智”动研修、“智”能测评5个方面齐
发力，实现学校全面发展；高新区大学城第
一中学不仅深化了电子班牌、智慧黑板应
用，还开启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初高中多班
级联动试点，开展基于编程和人工智能的智
慧社团活动；重庆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安装了
升级版的智慧黑板，大力实施信息技术与教
学深度融合……

学校的智慧教育实践生动呈现蓬勃发展
的新生态，教育的创新突破为经济发展注入
全新活力！

重庆高新区教育的华丽蜕变，老百姓看
在眼里，喜在心里。

“高新区哪所学校好些，为了孩子读书
要提早规划。”

“高新区严格管控以教育资源炒房，教
育资源优质均衡，都把好学校建在老百姓的
身边。”

轰鸣的机器击打出铿锵的鼓点，电焊的
钢花迸发出绚烂的火花，在高新区奋进的光
影中，每一天都有项目签约，每一天都有喜
讯传来，每一天都有明显变化。“时间不等
人！机遇不等人！发展不等人！必须保持分
秒不懈怠、时刻不放松、一天不耽搁的奋斗
姿态，苦干快干，用高新智慧、高新速度，
创造科学城佳绩！”

高新定位、高新规划、高新速度，重庆
高新区的教育蓝图正在奋笔疾书，聚焦高点
定位实施“五智教育”，聚焦教育质量强化

“五主举措”，聚焦全面发展坚持“五育并
举”，聚焦教师队伍搭建“五大平台”，聚焦
学校建设实施“五个一批”，重庆高新人的
追求和实干让新智慧教育闪耀光芒，新智慧
教育的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晕染出城市的发
展底色，在中国西部大地上，一座生机勃
勃、日新月异的科学之城正崛起生辉！

（潇雨）

培育教师队伍的“金凤凰”

催生智慧教育的“新生态”

教育活力激发需要教育创新机制的导向
引领，以及对教师的唤醒和激励。在教育改
革先行先试的路上，高新人始终以“想为”
的境界、“敢为”的担当、“善为”的能力，
以先锋者和攀登者的昂扬姿态，续写一个个

“春天的故事”。
教师薪酬激励改革犹如投入平静湖面的

一颗小石子，高新区以《关于进一步激发中
小学办学活力的若干意见》文件为指南，创
新薪酬改革激励机制，按照全面考核性、自
主创新性、差异发展性的原则，出台《高新
区教师薪酬激励办法》，对学校办学水平、
教育质量进行考核，既兼顾全面工作又侧重
重点工作；既重结果考核，更重过程性评
价；对学校基础性工作、自主创新工作进行
发展性评价，根据学校发展实际实行分组和
差异性评价。教师的激励薪酬分为5个档
次，按照办学水平和教育业绩发放，充分体
现了优绩优酬，多劳多得。

“薪酬的杠杆调配更加科学，更具有目标
导向，教师方向更加清晰，干劲儿更足。”

“薪酬激励制度减少了教师不必要的负
担，让我们能心无旁骛地深耕课堂，关注学
生，提高效率。”

教师薪酬激励改革刚刚推行，教师区管
校聘又配套实施，以往教师编制不足、临聘
教师多、教师交流较少的情况明显改善，教

师由“学校人”变为“系统人”。高新区公
共服务部门优化统筹管理教师编制，建立科
学设岗、多层聘岗、落岗培训、再次上岗等
管理机制，健全落聘者退出与权益保障机
制，破解教师配置、交流、激励、保障等关
键难题，形成学校按岗位用人、教职工依合
同履职、双方靠合同约束的岗位管理新格
局。高新区“义务教育阶段区管校聘管理体
系建设的研究”被确定为重庆市2020年度
教育综合改革研究重点课题。

高新区发挥区域高校集聚优势和资源优
势，创新实施教育品牌和高级人才带动战
略，形成高校举办附属学校建设机制，通过
党建共建、文化共融、资源共享、人才共
育、特色共创，以“培育一个品牌、挂牌一
批附属学校、推进一组重大课题、形成一套
培育体系、输送一批优秀毕业生”的“五个
一”为主要内容，重点实施课程教学发展行
动、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行动、优秀师资选培
行动、智慧学生培养行动、学校文化建设行
动共五大行动。

良好的教育生态与优质环境释放出强大
的动能。重庆巴蜀科学城中学、四川外国语
大学重庆科学城中学、重庆师范大学附属第
二小学、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附属幼儿园等项
目迅速落地，构建起从高中教育、义务教育
到学前教育的高品质教育体系。

激发创新实验的“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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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大赛比赛现场

重庆科学城育英永佳小学重庆科学城育英永佳小学

课后服务快乐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