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月25日，又一批市内外画家深入
到武隆区大洞河乡采风，他们将用手中
的画笔画出这里的山水之美。

“既要挖掘出来，更要推介出去。”
大洞河乡乡长彭胜平称，近年来，乡里挖
掘出大洞河峡谷风光、大梁子原始森林、
穆杨沟田园风光等山水资源，并探索“停
止开矿大兴乡村旅游”的转型路径。彭
胜平说，“脱贫路上，我们奏响了一支‘绿
色进行曲’。”

转型
停止开矿打响“交通突围战”

大洞河乡原名叫铁矿乡。过去，这
里开采铁、铝、煤等，到2008年，该乡矿
藏开采年产值达5000多万元。矿藏开
采是乡里唯一的支柱产业。2009年6月
5日，当地鸡尾山发生重大垮塌，多个矿
厂被掩埋。

随后，乡里关停了境内所有的煤
矿。“当时损失还是大。”彭胜平坦言，原
来7个矿厂年缴税收100余万元，解决
300多个家庭主要劳动力就业。他告诉
记者，“但继续开矿，既破坏环境，安全隐
患也不小。”大洞河乡只有3个村，脱贫攻
坚战打响之初，除了幸福村，红宝村是市
级贫困村、百胜村是区级贫困村，全乡有
256户贫困户870人。

停止采矿，又如何脱贫致富？经实
地调查，大洞河乡不仅地下有矿藏，而且
地上还有大洞河峡谷、大梁子原始森林、
穆杨沟田园、大佛岩群山等山水资源。
大家一致认为，大洞河乡可以转型发展
乡村旅游。要让游客上山，关键要有
路。鸡尾山垮塌后，别说出山的路，就连
百胜村、红宝村到乡政府的路都断了，两

村2000多名村民、300多名学生，都要绕
道20公里到场上赶场、上学。乡里决
定，打一场“交通突围战”。

在鸡尾山，记者看到一条3公里长
的公路横穿垮塌遗址，解决了百胜村、
红宝村的断头路。记者了解到，该乡还
修建了42公里的产业路，并打通了到武
隆、南川水江镇的两条出行山路；同时，
该乡还累计投资580余万元，修建水厂
1座和分散式水厂12个，铺设48.4公里
管网；投资400余万元解决电力电压问
题；红宝村、幸福村还实现了无线WIFI
全覆盖。

护绿
锁定山水资源挖掘绿色脱贫路

今年4月，大梁山风力发电项目启动
建设。随着一条施工便道蜿蜒到海拔
1948米的赵云山山顶，施工人员发现莽
莽青山丛中，却盛开着数千亩的杜鹃花。

8月25日，记者在此看到，一株株杜
鹃花树盘根错节、姿态万千，深厚的青苔
与草坪碧绿发亮。站在山巅，身后是贵
州地界的万丈悬崖，前方右侧是鸡尾山，
在发生自然垮塌之后，这里便建起了一
座垮塌遗址公园；左前方是巍峨雄奇的
大佛岩，绿的植被、褐色崖壁，宛如一幅
国画悬挂于天际。

“既有山水之秀，更有人文之美。”大
洞河乡党委负责人介绍，近年来，该乡先
后发现挖掘了数千亩杜鹃花海、鸡尾山
垮塌遗址公园、大洞河峡谷风光、大梁子
原始森林、穆杨沟田园风光、大佛岩和民
间传说的焦王寨、穆杨寨、八阵图、练兵
场等古遗址。该负责人称，“锁定山水资
源挖掘绿色脱贫路。”

据介绍，依托富集的山水资源和高
山清凉气候，大洞河乡锁定了“生态兴
乡，旅游富民”的绿色脱贫道路，编制《大
洞河乡乡村旅游规划》，引导百胜村立足
自身田园风光，并以石墙民居为依托打

造“农耕文化”；红宝村依托赵云山植物
园建设“生态植物园文化”；幸福村借助
民间传说、古遗址形成“历史人物文化”，
力求以文化为魂，为乡村旅游提神。

目前，3个村分别建起了休闲广场、
景区安全便道、开放式WIFI等现代旅游
基础设施。穆杨寨农耕文化园也于今年
2月建成迎客。

添彩
6亿社会资本激活乡村旅游

在鸡尾山远眺赵云山，一处黄墙红
瓦的房屋在绿树林里格外耀眼——这叫
红宝度假村。这是一个叫刘禹的外来老
板投资约7000万元兴建的，并带动高山
村民下山集中居住。

“借力助推乡村旅游发展。”大洞河
乡村民不到4000人，常年外出务工人员
达900余人。彭胜平坦言，仅靠在家的
村民，无法担当起乡村旅游发展的重任，

“必须通过招商引资解决资金、观念等问
题。”现在，红宝度假村有乡村旅游酒店1
个、农家乐30家，接待床位400余张；除
了休闲广场、电商服务中心，附近还有越
野车比赛场地等。

近几年，大洞河乡完善的基础设施、
丰富的旅游资源，引来了10多个外来老
板投资约6亿元，不仅助推该乡大力发展
乡村旅游，还带动了外出务工村民返乡
创业。幸福村村民舒先永早年一直在外
打工，见家乡乡村旅游兴起后，今年也回
到村里投资300万元开办农家乐。

“在家门口打工就能挣钱脱贫。”贫
困户张洪与妻子都在红宝度假村上班，
夫妻俩月工资共有5000多元。他告诉
记者，“以前下井采矿提心吊胆，现在景
区打工舒心又挣钱。”据统计，去年，大洞
河乡共接待游客10余万人次，全乡农民
人均纯收入由2012年的2800余元增加
到2016年的9912元，3个村的绿水青山
变成了金山银山。

砥砺奋进的砥砺奋进的 年年55
武隆大洞河乡停止采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脱贫路上奏响脱贫路上奏响““绿色进行曲绿色进行曲””
本报首席记者 彭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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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 实习
生 周香伶）记者8月28日从市公安局交
巡警总队获悉，鹅公岩大桥南岸往九龙坡
方向即日起正式将桥面最左侧车道开辟
为“定向车道”，驶入该车道的车辆，必须
一直沿车道行驶前往大公馆立交，中途不
能跨越实线驶出，其他车道车辆也不能跨
越实线驶入。由于不受其他车道车辆交
织的影响，经过测算，定向车道运行每小
时可多通行200—300辆小汽车。据了
解，“定向车道”在全国交通管理中属首
创。

“定向车道”，就是指定一个车道专供
驶向规定地点、规定方向的车辆使用，驶
向其余地点方向的车辆不得驶入的专用
车道。交巡警之所以选择在鹅公岩大桥
南岸往九龙坡方向开辟“定向车道”，是因
为该方向车流量较大，接近饱和，其中，车
辆在桥面的自由变道交织，是降低通行效
率的主要原因。

28日上午，记者乘车实地体验和观察

了这条“定向车道”。在海峡路赵家坝立
交、距离鹅公岩大桥500米、300米处，就
有“定向车道、大公馆立交”“定向车道、择
道行驶”等醒目标识提示，同时提示摩托
车、电动车等两轮车和大货车靠右行驶，
禁止驶入定向车道。“定向车道”入口设在
鹅公岩大桥南桥头，入口处路面上采用绿
色抗滑薄层，标明“定向车道起点”，车道
上方龙门架上有“快速行驶、严禁变道”提
示。驶入“定向车道”，车速比其它车道要
稍快，到了桥的中部，车速有明显提升。

“定向车道”终点位于鹅公岩大桥北桥头，
也采用绿色抗滑薄层涂装，明确标明“定
向车道终点”。

需要提醒的是，由于实线不能跨越，
走“定向车道”的车辆不能在鹅公岩立交
处右转前往谢家湾正街。经过对比，在同
一时段、同时出发前提下，“定向车道”通
行的车辆比在普通的混合车道上通行的
车辆提前45秒到达终点。据第三方平台
数据分析，鹅公岩大桥“定向车道”试运行

期间，工作日高峰时段（17∶30—18∶30），
南坪方向去往大公馆方向车辆平均时速
由原来的23公里/小时，提高到26.3公里/
小时。

交巡警总队秩序支队设施大队负责
人介绍，“定向车道”旨在缓解主城区车
辆行经桥梁、隧道等路段车辆变道交织
等问题，进一步增加桥梁、隧道通行效
率，改善桥隧拥堵现状和交通秩序，减
轻交通压力。该交通组织技术是自多
车道自适应系统、共享车道之后，为缓

解城市交通拥堵开出的又一“良方”。
交巡警将根据通行实际效果继续在我
市主城区其它类似桥梁、隧道开辟“定
向车道”。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车辆从南岸经鹅
公岩大桥前往九龙坡区，需要驾驶员提前
选择车道。一旦驶入“定向车道”后，就不
能从中间变道驶入其他车道。该车道监
控镜头全覆盖，将对车道内违法行为进行
抓拍，对违法车辆按照“违反禁止标线”，
罚款200元，并记3分。

鹅公岩大桥进城方向启用“定向车道”。 首席记者 张珺 摄

本报讯 （记者 颜安）8月28日，
全球知名企业西门子（中国）有限公司与
重庆德睿辉实业有限公司签约：正式落
户江北德国城。

签约后，西门子公司将以德国城项
目为平台，以低碳城市、智慧城市、生态
城市为发展重点，打造西门子科技研发
中心、技术培训中心、西部销售中心，提

供智慧楼宇和智慧交通管理系統、全集
成能源管理等领域的领先技术。

据悉，德国城项目位于江北区玉带山，
建设用地面积约8.3公顷，建设规模约27.6
万平方米，计划打造集涉外总部经济、德国
工业4.0为主导的智能创新产业中心，以及
具有德式风格的商业、生活小镇。

“西门子”落户江北德国城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今后市民乘
机、接机可别走错航站楼了——8月29日6
时，重庆江北国际机场（简称重庆机场）T3A
航站楼和第三跑道工程正式投运，重庆机场
将成为我国中西部地区第一个拥有三座航
站楼、实现三条跑道同时运行的机场。

T3A航站楼和第三跑道工程历时5年
建成，投运后，重庆机场将分成东西两个航
站区运行：T1航站楼关闭改造，四川航空、
西部航空、华夏航空、春秋航空等4家航空
公司的国内航班继续留在T2航站楼。其
他航空公司的航班以及国际（地区）航班将

转运至T3A航站楼。
新航站楼共6层，有四大亮点：行李分

拣系统采用射频识别芯片，行李识别率大
大提高；能源控制系统实现温度、湿度、二
氧化碳浓度等自动调节，航站楼更舒适；32
套自助行李值机设备，让旅客实现一站式
值机和行李托运；T3A航站楼单索点式幕
墙面积约7.5万平方米，是目前亚洲最大的
单体索幕墙体系。第三跑道可以起降当今
最大的“空中巨无霸”空客380、波音787
等大型客机。

机场集团称，为确保T3A航站楼顺利

转场，8月29日凌晨02∶00至06∶00，重庆
机场将不接收航空器起降；02∶00-06∶00
期间，将进行航空器和工作环境、设备转场。

8月29日 02∶00前起飞或落地的旅
客，国内航班，出发在T2航站楼办理乘机
手续，到达在T2航站楼接机；国际（地区）
航班，出发在T1航站楼办理乘机及出入境
手续，到达在T1航站楼接机。

8月29日 06∶00后起飞或落地的旅
客，T2航站楼4家航空公司的国内出发航
班，相关流程和时间不变。在T3A航站楼
国内出发的旅客，在T3A航站楼办理乘机

手续，国内到达在T3航站楼接机。所有国
际（地区）航班均在T3航站楼办理乘机、出
入境手续和接机。

T3航站楼 8 月 29 日 06∶00 以后起
飞的最早航班，旅客可在8月 29日凌晨
03∶30前往T3A航站楼办理相关手续。

对不小心走错航站楼的旅客，可以在
T2航站楼国内到达4号、7号门和T3A航
站楼L1层9号门，免费乘坐中转摆渡车。
对因不小心走错航站楼而延误的旅客，航
空公司将尽最大努力提供免费退票或免费
签转的服务。

T3A航站楼和第三跑道工程
今日6时正式投运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记者8月28日从市工程建
设招投标交易中心获悉，市级重点建设项目龙兴隧道正
进行施工招标，计划年内开工。

龙兴隧道西起江北区唐家沱石塘大道，跨朝阳河，
以隧道形式穿越铜锣山，东止于快速路六纵线东侧，全
长6公里，双向六车道，设计车速60公里/小时。该工程
计划分两期建设，一期实施隧道至快速路六纵线段，二
期实施石塘大道至隧道段。

龙兴隧道建设工期为 3 年，计划 2020 年投用。
该隧道建成后，将成为两江新区龙盛片区至江北机场、
两路城区、空港新城的快速通道。随着龙兴隧道建成，机
场南联络线“断头路”将被打通，市民乘车从龙兴镇出发到
江北机场仅需15分钟时间。届时，在鱼嘴、复盛、龙兴、
石船片区工作和生活的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龙兴隧道年内开建
建成后，龙兴到江北机场仅需

15分钟车程

本报讯 （记者 廖雪梅）记者8月28日从市地产
集团了解到，经过一年多建设，照母山星光隧道左洞将在
下月贯通。整个隧道有望明年上半年建成通车，届时照
母山片区的居民出行将更加方便。

星光隧道项目2016年开工，属于分离式双洞单向隧
道，其中左线长685米，右线长673米，双向六车道，设计
时速60公里/小时。因为这个隧道将穿越轨道交通5号线
等项目上方，施工难度较大。目前，该隧道的左洞还剩10
余米就可贯通，隧道右洞将在明年贯通。

据了解，目前照母山片区的居民到新牌坊，需走
金开大道、人和立交，要花 20 分钟甚至更长时间。
星光隧道建成通车后，市民穿过星光隧道到财富购
物中心，或到新牌坊商圈、观音桥商圈都更加方便，
到新牌坊最快仅需5分钟时间。

不仅如此，星光隧道通车使星光大道北线大部分将
得以贯通。星光大道北线将把大竹林片区、照母山片区、
财富中心片区、新牌坊片区甚至礼嘉片区串联起来，使这
几大片区的交通更加通畅。

照母山星光隧道左洞
下月贯通
整个隧道有望明年上半年通车

鹅公岩大桥进城方向
启用“定向车道”
为全国首创，每小时多通行200—300辆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