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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松）1月 10日，是全国第32个
“110宣传日”，我市警方在全市各地开展大型宣传活动，
针对冬春季治安规律特点和安全稳定形势，宣传引导群
众正确下载使用新推出的“重庆110”APP，并正确拨打
96009挡道挪车服务热线和110报警求助电话。

在解放碑步行街、北碚区嘉陵风情步行街、渝北区龙
溪街道财信国际广场、杨家坪步行街等地，渝中、北碚、渝
北、九龙坡警方通过摆设展台、设置防盗防骗防扒警示区、
交通安全体验区、节目表演、播放警方自编自演的微电影
等方式，吸引不少群众前来现场体验，学习如何正确使用
110报警电话。

同时，记者从市公安局获悉，为进一步拓展报警渠道，
1月10日当天，我市警方推出的“重庆110”APP正式上
线，民众可通过手机APP客户端，向警方110报警服务台
实时传送文字、视频和图片等警情信息，实现可视化报警。

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重庆110”APP可实现包
括可视化报警、预警播报、线索举报等功能。群众可根据
案发现场情况，上传文字、图片和视频等现场情况，向警方
提供准确的报警信息，民警可通过APP实时定位报警人位
置，并及时与报警人取得联系，此外，该APP可实现报警追
踪功能，报警人可通过APP查看报警是否已受理，或者报
警的受理进度等。

在杨家坪步行街，九龙坡警方的宣传民警向记者介绍，
110是最为繁忙的公共服务热线，接处警民警长期处以高负
荷工作状态。但是，部分市民无限制的“任性”报警，又让民
警对某些“非警务职能警情”不得不硬着头皮介入。如此，则
大大增加了110热线的负荷和基层一线出警民警的工作负
担。“也许一个虚假报警，占用的就是别人的生命线。”

从事110接线工作的民警高小军，就通过电话，挽救过一
个人的生命。“如今想起来，我依然觉得蛮紧张的。”高小军告
诉记者，去年3月，在接线时他接到一个轻生者的报警电话。

高小军回忆说，接到电话第一时间，他就判断出对方
状态不好。“当时电话那头的报警人说话声音有气无力，听
起来非常沮丧。”报警人告诉高小军，自己来自云南，前段
时间被朋友邀请去做投资，结果被骗走两万元，心里憋得
慌，想跳楼一了百了。

高小军一边倾听对方诉说，一边将情况报给了报警人
所在的辖区九龙坡区公安分局，最终通过聊天确认了报警
人位置，民警成功将其营救下来。

同样的事例还很多，也许一个开玩笑的报假警，占用
的是一家人团圆的机会。去年，从事110接线工作的民警
郭孙渝就遇到这样一起报警。“报警人是一个男子，他表示
希望能帮自己的丈母娘找到亲生父母。”

郭孙渝说，据这名报警人介绍，他的丈母娘吴某在37
年前被拐到了河南，如今已经年近六旬，这么多年过去了，
吴某只记得自己父母的名字和自己出生地“巴县万胜区”。

接到报警后，郭孙渝查阅资料后得知曾经的“巴县万
胜区”应隶属于现在的巴南区，于是将该警情发送到巴南
区公安分局进行核实，警方通过翻阅大量纸质档案，终于
将吴某的双亲找到，促成了这失散37年的一家团圆。

110宣传日 警方教你如何正确拨打110电话
“重庆110”APP同步上线，市民可通过视频图片报警

本报讯 （记者 申晓佳）一年中最寒冷的“三九”
已来临，大街小巷蜡梅飘香。1月10日，市规划局、市地
理信息中心发布《重庆蜡梅地图》，喜爱冬季赏花的市民
可以根据此图，来一场清雅的“踏雪寻梅”。

鲜为人知的是，蜡梅和人们印象中傲雪开放的梅花
并不一样。市地理信息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梅花属于蔷
薇科，蜡梅则是蜡梅科的一员。如今街头巷尾常见的黄
色蜡梅花，属于蜡梅科蜡梅属，是我国独有品种，广泛分
布于四川、重庆、陕西、山东及两湖等地区。

此外，蜡梅的名称也有讲究。虽然它开在腊月，得
名却是因其花色似蜂蜡，有蜡质，花期与梅花同时，所以
得名蜡梅。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根据植物命名原则，
蜡梅正符合《花疏》中“为色正似黄蜡耳”的命名理由。

“腊梅”只能算是民间给这种花起的“小名”。

驾车经过江北红石路大庆村立交的灯控路
口，你会发现上一轮红灯是50多秒，下一轮红灯
却变成了20多秒，每个周期红绿灯的时间都不尽
相同。这正是交通信号灯根据交通实际流量的变
化，实时转换不同的配时方案。

信号灯配时方案，简单来说，就是信号灯分配给
每个方向拟通过路口的车辆或行人等待（红灯）和通
过（绿灯）的时间。交巡警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主
城交通需求和道路供给矛盾日益突出，交通拥堵形
势日趋严峻。交通拥堵一般出现在车流交汇、转换

节点，这些节点往往由信号灯控制，因此信号灯配时
方案合理性、科学性直接关系城市的畅通、市民的出
行体验，影响着城市路网整体运行效率。

3个月前，重庆交巡警组织开展了全市信号灯
配时优化专项排查调优工作，重点解决信号灯配
时与实际交通流不匹配的问题。该负责人介绍，
公安交管部门通过全面收集主城区易拥堵路口道
路条件、交通运行状况以及不同时段交通流量、流
向的变化规律，“点—线—面”结合，制定与之相匹
配的信号灯运行方案。

优化配时方案
解决与实际交通流不匹配等问题

以往，信号灯配时大多两三个方案，分别应对
早晚高峰和白天平峰时段。这样粗放设置，没有
精准地满足实际交通需求，还增加了不少车辆在
路口等待和延误的时间。

此轮排查，公安交管部门注重实地观察和运
用交通大数据，来监测某一路口全天实际交通流
量的变化。

以宏帆路北滨一路路口为例，该路口除了有
常规的早晚高峰、平峰交通流变化外，因附近学校

接送学生车流的叠加，在工作日的12∶00和21∶30
左右还分别有一次“小高峰”。

发现了该路口交通流的新变化，交巡警对路口
信号灯配时的时段进行了细分，针对两个“小高
峰”，设置新的配时方案：由原来的4个时段（早高
峰、白天平峰、晚高峰、夜间）增加到7个时段（早高
峰、上午平峰、午高峰、下午平峰、晚高峰、夜间平
峰、夜高峰）。优化后，该路口中午和晚上“小高峰”
时段通行量提高8%，拥堵下降了13%。

“绿灯时间跟着流量走。”交巡警总队相关负责
人表示，配时方案由原来的高峰平峰配时，转变为全
天多时段配时，“简单来说就是车流量大时绿灯时间
长，车流量小时绿灯时间短”，尽可能提高通行效
率。目前公安交管部门已对主城区796处主次干
道信号灯路口及路段实施进行了多时段配时优化。

针对夜间交通管理，公安交管部门采取小周
期配时方案，十字路口红灯不超过80秒，T型路口
红灯不超过60秒，最大限度降低车辆夜间等待时
间。新溉东路海尔路十字路口，原来夜间运行的
配时方案周期为112秒，经过小周期配时优化，信
号周期缩短了80秒，各个方向车辆等待红灯时间
减少28.6%。主城区已有911处信号灯路口和路
段实施了夜间小周期配时优化。

梳理节点路段交通流实际变化
研究全天多时段配时方案

细心的市民也许发现，从2017年底以来，驾
驶小汽车在早高峰由杨家坪—大坪—两路口一线
行驶，遭遇红灯的次数相当多。

这其实是公安交管部门有意利用信号灯适
量控制交通流进入两路口环道。交巡警表示，
通过进城道路一线的各个信号灯的节制，把车
流量均衡分布在各个路口和路段，以实现路网
整体的流量均衡，最大限度发挥两路口环道通

行能力。
交巡警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为有效分担出

行高峰期各个拥堵节点的交通压力、均衡路网交
通流，交巡警正在开展区域路网信号灯联调联控
试点工作，提升桥隧、环道、商圈入口等重要交通
节点的通行能力。

虽然早高峰开小汽车的时间增加了，但这一
线开辟了公交优先道，信号灯对公交车优先给予

绿灯。加上还有同方向轨道交通的支撑，市民转
变交通方式依然可以顺利出行。

“信号灯不光是提升某一路口车辆和行人的
通行效率，未来更需要通过它来管控交通需求以
实现路网流量的均衡。”这位负责人表示，信号灯
配时优化，是一场提升交通管理效能的革命。因
为流量总在变化，所以信号灯配时方案排查调优
工作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守护城市交通安全畅通的不光是交通信号
灯，还有交通参与者。”他表示，平峰时可以多选择
驾车、高峰时多选择公共交通，只有出行者采取灵
活多样的出行方式，城市交通路网才能维持平衡，
服务更多的市民。

信号灯不光提升某一路口通行效率
还要实现路网流量均衡

信号灯配时优化
一场提升交通管理效能的革命

——主城交通信号灯配时方案排查调优的背后
本报首席记者 张珺

1 月 10 日，市公安交管部门透露，我市主城交通信
号灯配时方案排查调优工作已悄然开展 3 个月。据互
联网大数据及交管设施采集的道路流量数据综合分析
显示，信号灯配时方案调整优化以来，各路口白天通行

车流量平均提升3%—5%，夜间车辆延误平均减少15%。
信号灯配时方案为何与城市畅通息息相关？作

为交通参与者，又该如何处理好信号灯配时与自己安
全顺利出行的关系呢？

踏雪寻梅正当时
《重庆蜡梅地图》发布

1.北碚静观蜡梅
静观镇的蜡梅种植历史已有500多年，是全国三大

蜡梅种植基地之一，被誉为“中国蜡梅之乡”和“中国花
木之乡”，整个蜡梅基地大约有2万亩，以万全和素心两
基地的素心蜡梅最为出名。静观镇每年在蜡梅盛开之
时都会举行盛大的蜡梅文化节，除了观赏蜡梅，还能在
此品尝蜡梅花茶、蜡梅花酒、蜡梅面等衍生产品。

2.渝北园博园
园博园的蜡梅主要聚于西部园区，在2公里左右长

的园区道路旁共种植有上千株蜡梅，成为了冬季园博园
最富生机的景观。此时正值蜡梅争相开放之际，满树靓
丽的黄色花瓣，空气中也弥漫着沁人心脾的花香。

3.铜梁金梅印象景区
金梅印象景区位于铜梁东城街道安全村，景区总

面积约为3500亩，目前已经栽种了1000多亩连片的
蜡梅树，品种以素心梅和磬口梅为主，是一个以蜡梅为
主题的乡村田园景区。每年12月到次年2月，园内的
蜡梅便争相盛开，楚楚动人的蜡梅花与景区内山水景
观巧妙结合，散发淡淡诱人幽香，成为冬日的一道靓丽
风景。

4.丰都断桥沟社区
断桥沟社区位于丰都城区东南部，种植蜡梅近200

亩，是丰都等周边地区最大的蜡梅种植基地之一。隆冬
时节，这200亩盛开的蜡梅让整个小山村都香气袭人，吸
引着众多游人前来欣赏这冬季的别致美景。

5.万州太白岩
太白岩公园在万州城区北面，高约400米，因传说

诗仙李白在此崖壁上弈棋而得名，自古以来就有“白岩
仙迹”之说，为万州八景之一。太白岩山顶的公园种植
有近500株蜡梅，置身其中，除了花香还能感受到深厚
的文化底蕴。

（资料来源：市地理信息中心提供）

赏腊梅可去这些地方

针对部分道路
较窄、大型车辆调头
困难的路口，将调头
车道设置在道路最
右侧，增加转弯半径，提高调头车辆通行效率。目前，已在长滨
路、南滨路、峡江路等73处大型车辆调头困难的点段进行了运用。

（本报首席记者 张珺）

路口
“调头右置”

除了优化红绿灯配时方案
道路节点的交管手段还有哪些？

围绕提高道路节点的通行效率，除了完善交通信号灯配时
方案，我市公安交管部门还积极想办法充分利用好现有的道路
资源，寸土不让、路尽其用。

针对大型路口、
异型路口通行效率
低的问题，设置“待
行区”，通过 LED 屏
动态指引车辆在“红
灯”时间提前进入路口，通过压缩路口空间以减少车辆通过路口
的清空时间。目前，已在新溉路立交、新牌坊转盘、火炬大道剑
龙路灯54个路口进行了运用，平均通行能力提高了10%-20%。

路口设置
“待行引导区”

针对同向潮汐
现象明显、道路资源
利用率不高的问题，
设置可变导向车道，
根据交通流需求变换车道指示方向。目前，已在金山路新溉大
道口、红石路红兴路口、玉马路广福大道路口等7处进行了运
用，平均提高通行能力10%左右。

路口设置
“可变导向车道”

利用灯控路口信
号灯放行车流的“时间
差”，通过LED屏动态
指引排队等候车辆提前“逆向”进入对向车道等候放行和通行。
目前，已经在大庆村立交、龙山路天竺路两处进行了运用，左转通
行效率提高了50%以上。

路口设置
“共享转换车道”

怎么做
民警才会尽快来到现场

发现抢劫、盗窃等刑事案件时

发现赌博、斗殴等治安案件时

发生各种自然灾害时

发生各种责任事故时

突然遇到危险情况却无力解决、自救时

需要举报各类违法犯罪线索时
资料来源：重庆市公安局
制图/黄洪谕

▲1月10日，在渝中区解放碑步行街，警方向市民展示
各类特种车辆。 记者 熊明 摄

六种情形
可以拨打110报警求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