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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景观使人留连忘返

长年累月坚守宝鼎山，罗平经历着
宝鼎山四季的风霜雨雪，也领略着四季
的美景。

宝鼎山位于垫江高安镇，宝鼎山又
名宝顶山、鸣凤山、踔崖山，地处垫江东
部高安镇与沙河乡交界处，距县城30多
公里，是“市级森林公园”，自然景观非
常优美，素有“渝东名山”之美誉。

在许多垫江人心目中，宝鼎山一年
四季，皆景色宜人，堪称重庆的“黄
山”——迎客松、云海、雾景、日出、卧
佛、千年杜鹃树王、原始森林都美不胜
收。

春赏百花争放，夏听幽谷蝉鸣，秋
看满山红叶，冬望皑皑白雪，再加上那
百听不厌的阵阵松涛，更使人留连忘
返。

独特的山体构造，造就了宝鼎山丰
富的自然景观。宝鼎山脉（东山）呈南
北走向，宝鼎主峰峰顶由一礅巨石构
成，呈凸出的半圆形，东面是刀切斧劈
似的悬崖，人称“舍身崖”。

在峰顶的平台上，修有一个八边行
的观景亭，名叫八角亭。

正是这样的山体结构和
山势走向，使八角亭成
了难得的观云海、雾
景、日出和赏月的
最佳场所。

从八角亭举目远眺，东南方向
的忠县、丰都、涪陵等县

尽入眼帘，江河如玉
带 ，道 路 似 蛛
网 ，炊 烟 缭
绕，江山如

画。
倘若是有幸能在宝鼎山观看日出、

云海、雾景，那更是如临仙境。
置身山中，四周诸峰环绕，绿荫如

盖，青松翠竹，云蒸霞蔚，花草茵馨，藤
萝垂挂。

此外，跳石水库如一面明镜镶嵌在
宝鼎山山脚，湖水清澈，宝鼎山的倒影
清晰可见。湖面波光粼粼，湖中野鸭戏
水，湖边白鹭成群结队觅食。

人文景观蔚为大观

罗平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一次
意外的考古发现，把宝鼎山的历史文化
追溯至商朝，甚至更早的年代。

在宝鼎山店子垭口，宝鼎林场挖土筑
墙修建护林点时，意外挖出了多件商代新
石器，还有当时十分贵重的饰物——玉石
绿母珠。

这说明3000多年前，当地就有人
类居住和生活。

因此，宝鼎山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再加上历史悠久的道、佛文化及
庙宇、泥塑、浮雕、书法、八角亭、塔墓等
古迹，还有飞龙寨、唐朝的进士坟及出
土的二级文物——铜镜等，宝鼎山不愧
是“渝东名山”！

自唐朝以来，宝鼎山就成了宗教胜
地和旅游胜地，有的还乘兴赋诗作词，刻
于石碑之上。现还残存一块草书诗作，
部分字虽模糊不全，但仍可辨其大意。

自然景观美不胜收，人文景观蔚为
大观的宝鼎山，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
逐渐成为垫江及周边忠县、丰都等地居
民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每年4月中下旬至5月上旬，为宝
鼎杜鹃花最佳观赏时期，每到花开时
节，都会吸引四面八方的游客前来赏
花。

罗平介绍，据林场防火登记册记
载，每年到宝鼎山的游人都在3万以上。

2017年5月，宝鼎山森林公园更入
选重庆“森林氧吧”。

每到炎炎夏日，宝鼎山森林公园便

成为了垫江及周边区县市民纳凉登山
的首选地，不仅能够领略自然风光，感
受悠久的人文历史，还能在绿荫大树下
骑自行车，在小水沟里打捞小鱼小虾，
真是别有一番风趣。

打造生态观光型森林公园

然而，虽然到宝鼎山森林公园游玩
的人日益增多，但由于宝鼎山森林公园
设施简陋，无法为游客解决较好的吃、
住、行等。

罗平介绍，目前宝鼎山森林公园基本
无自营能力。2018年，宝鼎山森林公园
靠接待散客，各项旅游收入10万余元。

如何在严格保护的前提下，对宝
鼎山进行适度、合理的开发利用，通过
规划，建立森林公园完善的森林资源
保护体系，促进公园生态环境、旅游事
业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成了摆
在垫江县委、县政府面前的一道课题。

2018年10月，市林业科学研究院、
垫江县林业局、垫江县宝鼎林场共同编
制完成《重庆市宝鼎森林公园总体规划
（2019—2028）》，将遵循“重在自然、贵
在和谐、精在特色”的规划理念，以自然
景观为基础，以保护生态环境为前提，
以原生态为特色，以发展生态型休闲度
假为目标，以服务游客为根本出发点，
着眼于健全基础设施和旅游服务设施，
保护优先，适度开发。

最终将宝鼎山打造为，以山丘地
貌、森林景观及水体景观等自然景观为
主，融宗教、古迹、历史文化与动人传
说，依托各项优越的旅游条件，集森林
观光、古迹展览、休闲、生态环境保护于
一体的多功能的生态休闲观光型市级
森林公园。

宝鼎山林场副场长汤舜臣介绍，宝
鼎山森林公园距主城区也仅120公里，
紧邻迎风湖国家湿地公园、重庆华夏牡
丹花海生态旅游区、桂花岛湖光山色旅
游区、明月山森林公园等。

这些景区可以与宝鼎山森林公园
形成资源共享、市场共有、优势互补的
态势，共享产业规模效益，吸引客源增
强垫江生态旅游市场竞争力，打造生态
旅游发展大格局。

张亚飞 况宇 王琳琳

垫江东部有“宝鼎”

大雨滂沱，垫

江东部，海拔 1063

米的宝鼎山在云雾

中若隐若现。

沿山脊修建的

防火步道而上，雨

声中却有脚步声传

来。

大雨倾盆，谁

在雨中登山？身影

渐近，冒雨上山的

却是宝鼎山林场八

轮碑管护站站长罗

平。

“雨太大，得去

看 看 那 棵 千 年 杜

鹃。”罗平记挂的千

年杜鹃，长于宝鼎

山山顶的崖壁上，

树龄超过 1300 年，

树高 13 米、胸径 83

厘米，属国家一级

保护古树，是宝鼎

山的“镇山之宝”

宝鼎云海 摄/向晓秋

江山多娇 摄/胡永树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办学60余年
来，先后为社会培养了4万余名财经
商贸技能型专门人才，已成为具有鲜
明财经特色的高职学院。

自启动优质高职建设以来，该校
从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一流专业建设
等多方面找准创新点发力，探寻人才
培养与产教融合的“新共振”，获得国
家级标志性成果22项、市级标志性成
果87项，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全国教师教学能力大赛、教育部现代
学徒制试点等方面实现历史性突破。

未来几年，该校将继续以优质高
职建设为支点，撬动创新发展、内涵发
展、特色发展、开放发展、全面发展，实
现“三全”育人并提高社会服务能力。

创新办学体制
多维发力再添新动能

仅仅是一年时间，重庆财经职业
学院在校企合作方面就取得了多个突
破。

一方面学校与美和易思合作共建
了 2 个专业，企业首期投入 120 万
元。另一方面由学校牵头组建的重庆
财贸职教集团获批认定为市级示范性
职教集团，同时校企联合成功申报市
级“双基地”建设项目3个和“校企合
作示范项目”1个。

校企合作风生水起的背后，与学
校深化重点领域综合改革关系密切。

特别是通过创新校企合作体制机
制，学校与企业共建专业、商业智能大
数据学院、示范性职教育集团、生产性
实训基地、双基地、校企合作示范项
目，实现了学校办学格局水平、人才培
养质量的提档升级。

“深化重点领域综合改革能提升
学校治理能力，是推动学校各方面发
展的重要保障”，该校相关负责人谈
到，在优质高职建设期间，学校深化了
专业建设、校企合作等重点领域的改
革，成功申报大数据技术与应用等新
专业3个，获批为教育部现代学徒制
试点单位，立项4个院级现代学徒制

试点专业。此外，该校还推进了内部
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完成绩效工资、职
称评审制度改革，并启动内设机构改
革，激发出各部门创新改革的内生活
力。

事实上，综合改革还带动了学校
在教育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换档提
速。

据了解，该校搭建起重庆高职教
育管理大数据研究中心、博士后科研
工作站两个市级科研创新平台，挂牌
成立高职教育研究所、新金融研究所、
会计研究与服务中心3个校级科研创
新平台，全年承接横向项目27项。

服务产业升级
深化产教融合拓出新渠道

会计、金融、市场营销、工商管理
等财经类专业一直都是重庆财经职业
学院的特色专业。这些专业每年都吸
引着不少学子报考。

在“服务地方设专业，依托行业建
专业，校企合作强专业”的思路下，结
合优质高职建设，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继续思考并探索着让产教融合的路子
更宽、效果更好，因此对学校的专业进
行了大刀阔斧的优化。

在专业群建设方面，该校采用
“改、建、提、强、诊”的思路，全面加强
了专业群内涵建设。

就拿“改”来说，财务会计专业群
就根据大数据技术明确了“精财务、善
管理”的“企业管家”的人才培养目标，
构建出“两层次、两方向”人才培养路
径。而金融专业群、商贸流通专业群
则实行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改革。

值得一提的是各专业还持续推进
了教育教学改革，例如商贸流通专业
群就初步完成“2+N”课程体系构建，
形成“人文素质共享课程包、职业素养
共享课程包+职业课程包”的基本形
态，为人才培养和产教融合夯实了基
础。

与此同时，学校还走好了教学资
源建设、教师能力提高、校企合作强
化、教学质量诊断之路，为专业发展、
人才培养质量提供强力支撑。

一年多来，各专业发展势头强劲：
会计、市场营销、物流管理3个市级骨
干通过验收；学生在“三级”技能竞赛
机制下提高实践能力，在各类技能大
赛中共获奖80余项；5门课程获批成
为重庆市精品在线开放课程；1个专
业教学资源库入选国家级教学资源库
备选库；实习实训教学条件也实现全
面升级……

注重内涵发展
“三财”文化勾勒成才新蓝图

一直以来，重庆财经职业学院的
人才培养质量都受到了社会的广泛认
可。深圳宗润集团还专门为学院送来

“一流教学终身受益，优秀学生企业受
益”的锦旗。在市教委发展规划处公
布的“专业培养效果满意度排名”中，
该校会计专业和证券与期货专业多次
名列全市同类院校第一。

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是
教育要回答好的重要命题。

在重庆财经职业学院看来，学校
培养的学生应该是有崇高的道德品
质，有优秀的综合素质，同时还要有高
水准的技术技能。因此在优质高职建
设期间，学校大力推进“三财”（财品、
财智、财英）文化建设，包括环境文化
建设、精神文化建设、制度文化建设、
行为文化建设、活动文化建设等，让学
生实现“内外兼修”。

该校还专门成立了综合素养教研
室，构建“三财”素养课程体系，编印出
《财品》《重财晨读》等综合素养教材，
并开发出“三财”素养微电影、微课，开
展了“三财”大讲堂等特色活动，学生
全年获得各类文体、双创比赛奖80余

项。
学生毕业时，完成规定的素养课

程并取得学分和综合素养评分达标，
才能获得“重财素养合格证”，从而实
现“三证”毕业。

以文化人的重庆财经职业学院为
提升学生综合素养还加强了思政教育
阵地建设。

该校已初步构建起思想政治理论
课、综合素养课程和专业课程“三位一
体”的思政教育课程体系，实施思政理
论课“专题化、网络化、实践化”改革并
推进课程思政改革，构建包含课程、科
研、实践、文化、心理、服务、资助等10
个方面合力育人的“大思政”格局，学
团组织更是实现了国家级荣誉“零突
破”。

文秀月 刘进 图片由财经职院提供

在财经职业学院 2018 年开展的
“兴调研、转作风、促落实”行动中，学
校领导8次带队到市内外高校考察调
研，收集整理意见和建议共131条，落
实问题102条。党员干部带队深入调
研也进一步推进了学校建设优质院
校。

“提升党建工作质量，发挥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的先锋模
范作用，是推进学校优质校建设，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保
障”。为提升党支部战斗力和党员先
锋 模 范 作 用 ，学 院 党 委 积 极 推 行

“465”党建特色工程，开展党员联系
学生“四个一”活动,党支部“六个一”
强基活动和党总支“五个一”品牌活
动。坚持党建与教育深度融合，同时
积极相应市委号召，开展精准扶贫，
例如在脱贫攻坚工作上中就有多名
党员教师主动申请驻巫溪天元乡和
秀山隘口镇开展扶贫工作。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优质高职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
探寻人才培养与产教融合的“新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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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员“带好头”
推动教育新发展

●学生技能竞赛：全国一等

奖2项、三等奖3项，市级一等

奖12项、二等奖9项、三等奖

11项。

●教师教学能力比赛：全国

三等奖1项，市级一等奖2项、

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

●创新创业大赛：市级金奖

1项、银奖4项、铜奖8项。

●师资队伍建设：全国黄炎

培职业教育奖杰出教师奖1人，

孔子学院/国家汉办公派出国教

师1人，重庆市教书育人楷模1
人，重庆市中青年骨干教师 2
人，重庆市名师1人，“双师型”

名师工作室1个，重庆市会计青

年英才2人。

●专业建设：教育部第三批
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国家级专
业教学资源库备选库，市级骨干

专业3个，市级“双基地”项目3
个、“校企合作示范项目”1个。

●课程建设：市级精品在线

开放课程5门。

●团学工作：全国高校活力
团支部，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链接>>>

近一年来，重庆财经职业学
院取得多项标志性成果（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