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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日报记者2
月12日从市交运集团获悉，目前在龙头寺
南、北广场两个汽车站，菜园坝重庆汽车站、
四公里枢纽站和万州长途汽车站，凡网上购
票的乘客均可“刷脸”进站乘车。

本月初，这套由交运集团开发的人脸识
别检票系统，首次在四公里枢纽站投入试

用。凡在网上购买车票的乘客，过闸机进站
时，将身份证放在闸机识别器上，并将脸部
定位在显示屏内，这套系统便会进行“人、
证、票”比对，比对成功后闸机便自动打开，
只需3秒即可进站上车。

市交运集团称，按人工检票流程，工作
人员需依次完成核实车票与乘客身份证是

否一致、核实乘客与身份证是否一致、留存
票根等多个步骤。而采用人脸识别检票系
统，网络购票的乘客无需现场取票，“刷脸”
即可乘车，既节省时间又实现了无纸化出
行。

接下来，该系统还将在全市各联网长途
汽车站推广覆盖。

网购菜园坝、龙头寺等5个长途车站车票

可3秒钟“刷脸”进站上车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有数据
显示，春运期间，重庆北站发送旅客总
量占重庆各大火车站发送总人数的七
成多。如何确保重庆北站区域进出车
辆有序，执法人员第一时间查处各种违
法行为？2月12日，来自市交通行政执
法总队龙头寺大队消息称，重庆首个具
有警示信息推送和移动卡口功能——
交通综合执法闭合式管理系统，俗称

“天眼”的这套系统布控在重庆北站区
域，让违法车辆难以逃脱。

“重庆北站涉及区域广，执法人员
驾车实地巡查北广场至少需30分钟。

许多违法违规驾驶员为躲避检查，与执
法人员玩起躲猫猫、打游击。”龙头寺大
队相关人士表示。

据介绍，该系统包括网上巡查、智
能取证、信息采集、违章查询、情报分
析、违法警示信息通知和移动卡口功
能。整个系统包括4套全景式“天眼”，
56个监控平台和15个卡口系统，可以
监控整个重庆北站区域，包括北广场的

站前广场、长途车站、公交站场、庐山大
道、负一楼出租车道、社会车道、负三楼
旅客出站口以及南广场重点区域等。

“天眼”系统可以自动读取进入重
庆北站区域的车辆行驶轨迹和运行规
律，对违法可疑车辆或投诉举报车辆，
监控人员将其纳入重点查证名单，通过
视频监控，精确掌握车辆信息。”执法人
员称，如春运第一周，执法人员通过视

频监控，就为乘客找回失物3起。
值得一提的是，系统可对进入禁停

区域的出租车车辆，发送违法警示信
息，警示其尽快驶离，以免发生违法违
章事件。系统还可自动抓拍出租车违
法载客行为，并生成违法照片和视频，
作为驾驶员违法证据。对有违法行为
未处理的出租车，卡口系统可以自动识
别报警。

“天眼”护航重庆北站，让违法车辆难逃脱

本报讯 （记者 曾立）2月11日，
春运进入最繁忙的时期。重庆日报记者
从重庆航空公司获悉，在当日重庆航空
OQ2325重庆—广州航班上，一位旅客突
然晕倒，除了乘务组采取紧急救助措施
外，机组还联系了机场等相关部门申请
提前降落。最终，该航班比计划提前了7
分钟降落。

据该航班当班乘务长叶艳介绍，在乘
务组进行收餐的过程中，发现坐在第42排
的彭女士表情痛苦。彭女士表示腹痛难
忍，在家属的陪伴下想要上洗手间。谁知
道刚走出去没几步，就忽然晕倒在过道
上。乘务组立刻安排彭女士在就近座位
上躺下，并大声喊话唤醒彭女士。

发现彭女士恢复意识后，乘务组立即

拿来氧气瓶安排吸氧，并打开通风孔，同时
报告机长说明情况，利用广播在客舱里寻
找医生。期间，乘务长叶艳一直轻声细语
安慰彭女士及其家属。在乘务组的救助
下，10分钟后，彭女士情况得到了好转，能
够自行起身，并和乘务员交流。

经询问，彭女士表示并不知道自己
有什么病，之前有过类似情况但并没有
晕倒。乘务组为她提供了暖水瓶，放置
彭女士腹部保暖。尽管彭女士再三表示
已经好转，不用就医。但从安全角度出
发，机组仍然联系了机场等相关部门申
请提前降落。最终，该航班比计划提前
了7分钟降落。

落地后，彭女士精神状态已经完全恢
复，并再次感谢了整个机组的及时救助。

旅客高空突然晕倒

重庆飞广州航班提前7分钟降落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下
雪的冬天，看见有人晕倒，你会怎么
做？2月12日，很多人为一段视频
打call：50多岁的男子突
然晕倒在金佛山景区
的一家餐馆里，一
名年轻女孩为其
进行了心肺复
苏，救回了男
子。经多方打
听，救人的女孩
是一名80后，是
重庆市公共卫生
医疗救治中心平顶
山院区麻醉科的一名护
士。

按照视频留言提供的信息，重
庆日报记者找到了这名女孩，她叫
黎婧，今年28岁。

2月9日，她和朋友去金佛山
玩，中午路过一家餐馆，看见里面挤
着很多人。黎婧扒开人群去看，里
面躺着一个50多岁的男子！这个
中年人的身边没有家属，现场也没
有医生护士，没有人能说清之前发
生了什么！

见此情景，黎婧冲上去呼叫
男子，男子没应答，她用手一摸颈
动脉无搏动，呼吸十分微弱，口中
有分泌物……“当时的情况已经
很危险了！”黎婧果断采取徒手心
肺复苏，并让周围的人打 120 急
救电话。

一分钟、两分钟……终于，一直
毫无生气的男子突然“卡”出声来，

脉搏恢复，意识逐渐清醒，男子苏醒
过来。

这时，人群中爆出了掌声，黎婧
感觉自己也舒了一口气。直到医生
赶到，黎婧才离开，这一善举也被人
拍摄成小视频并放到网上。

“她是重庆医高专护理学院
2009 级专护 9班的黎婧，我的同
学，赞一个！”直到黎婧的同学看到
视频，才认出了她。

“这就是一名护士的本能吧！
我就想为医生争取更多的时间！”黎
婧说，当时她根本没时间多想，一心
只想着救人。“普通人看到这种事情
都会帮忙，更何况我还是一名医务
人员！”

女护士金佛山徒手救醒陌生人

本报讯 （记者 杨艺）春节将至，
全市粮油肉菜等农产品供应是否充
足？2月12日，重庆日报记者走访双福
国际农贸城了解到，该市场通过提前囤
货、与基地签订保供协议等多项措施，
积极保障春节消费供应。在春节前及
春节期间，市场每天进场蔬菜、水果、肉
蛋、粮油米面等近万吨，能够满足全市
农产品消费需求。

重庆日报记者在农贸城看到，市场
内一片繁忙景象，装载着土豆、萝卜、冬
瓜、白菜、西红柿等新鲜蔬菜的货车源
源不断地驶入市场。

双福国际农贸城蔬菜分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为保证春节供应，市场从
月初就加大了蔬菜进货量。从2月1日
到11日，蔬菜总进场量达到8.3万吨，同
比去年增加2.3万吨，增幅达38.8%，日
均蔬菜进场量达7500吨，能够满足全
市70%的蔬菜消费需求。

“目前，重庆各区县及云南、广
西、海南、宁夏等主要外地产地的蔬
菜供应稳定，能够保证春节期间全市
消费需求。”这位负责人介绍，从价格
上看，节前蔬菜价格略有上浮，但涨
幅不超过10%，主要受临近春节需求
量大幅增长，农产品总体行情提升，
以及春节期间运输成本和人力成本
增长影响。

记者获悉，为保证春节期间全市各
商超农产品供应，农贸城大多数商户除
大年三十下午起至初一休息外，其余时
间均将正常经营。

双福农贸城日进粮油肉菜近万吨保障春节供应

本报讯 （记者 曾立）都说违
法建筑整治是难啃的硬骨头。然
而，重庆日报记者近日从渝北区整
违办获悉，刚刚过去的2017年，渝
北区整治存量违法建筑59.2万平
方米，完成年度任务的145.8%。

“我们的办法就在于解决好‘最
后一米’、‘最后一个人’的连接问
题。”渝北区整违办相关负责人告诉
重庆日报记者，渝北区整违办在近
年的违法建筑整治工作中发现，凡
是在控新增与减存量不力的区域，
都存在一个共同的现象，就是没有
切实解决好“最后一米”、“最后一个
人”的连接问题。

因此，2017年来，渝北区着力增
强区与镇街、镇街与社区、社区与群
众的连接力，有效地打通了“两违”整
治的“任督”二脉，提升了整治效率。

据介绍，渝北区整违办不仅建
立了整违工作三级微信群，实现了
整违信息的上下贯通、左右联通和
内外融通，还创新建立了联系人制
度，对联系单位违法建筑整治的及
时发现、快速处置、按期反馈进行
指导，此举增强了整违工作的统

筹、指挥、调度力度，并破解了整违
工作“上下联动难”的问题，为及时
有效控违整违争得了主动权。

同时，渝北区还以创建“无违法
建设社区”为契机，引导各镇街以防
为主，拆控结合，从“末端治理”转向

“源头防控”，通过强化区整违办与
镇街、社区的联动配合，实现了对在
建违法行为有的放矢、打击有力、处
置高效。

在工作举措上，渝北区整违办
指导部分街道制定了快速处置应
对机制，通过借鉴 110 指挥中心

“就近受理、现场处置、辖区承办”
模式，抽调街道办事处、辖区派出
所、市政部门及社区居委会骨干力
量组建机动队伍，按照“联合执法、
现场办案”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压
缩违法建设的生存空间，最大限度
地将违建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

截至2017年12月底，渝北区整
治存量违法建筑59.2万平方米，占市
下达的年度任务40.6万平方米的
145.8%；市举报中心交办案件306
件，全部办结；区内自主巡查发现在
建违法建筑260件，已全部清除。

渝北区去年整治
存量违法建筑59.2万平方米

2月11日，在“想对你说声谢谢”2018年永川区留守儿童感恩公益活动现
场，留守儿童用歌舞、朗诵等文艺节目向社会大众传递他们的感恩之
心。 记者 周尤 齐岚森 摄影报道

本 报 讯 （记 者 兰 世 秋 实 习
生 林曦玺）春节期间，到重庆美术馆去
看展览！2月12日，“翰墨迎春——2018
年重庆市楹联书法作品邀请展”在重庆
美术馆开展。同时，“向人民汇报 酉戌
丰年——重庆市美术作品迎春展”也正
在重庆美术馆展出。两场展览均将持续
至3月4日结束。重庆美术馆相关负责

人表示，2月15日至2月21日春节假期
期间，重庆美术馆照常开放，市民可前往
免费观展。

“翰墨迎春”展出了重庆市书法家协会

主席团13位书法家的26件楹联书法作
品，这些作品是他们专为辞旧迎新、以书贺
岁所作。

“向人民汇报 酉戌丰年——重庆市

美术作品迎春展”则汇集了庞茂琨、侯宝
川、许世虎等180余位优秀艺术家的180
余件精品力作，展出作品的艺术类别包括
国画、油画、版画、雕塑、水彩水粉等。

重庆美术馆双展春节假期照常开放

重庆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定于2018年2月23日-
25日，由重庆两江新区黄山大
道中段7号木星大厦5楼搬迁
至重庆市渝北区春华大道 99
号，2月26日在新址正式办公，
并启用新址联系方式。

新办公楼地址：重庆市渝
北区春华大道99号（重庆人力
资源服务产业园北区3号楼）

邮政编码：401120
联系电话：023-88633923
因搬迁给您带来的不便之

处，敬请谅解。
特此公告。

重庆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

2018年2月13日

公告

巴渝剧院

京剧《泗州城》《秋江》《三堂
会审》

演出时间：2018年2月28日
14∶00

演出票价：6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京剧团有

限责任公司

金汤街剧场

川剧 张飞审瓜（弹戏）梅
龙镇（胡琴）双拜月（高腔）上任
请客（灯戏）

演出时间：2018年2月16日
下午2∶00

演出票价：8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川剧院
川剧 拨火棍（弹戏）薛仁

贵回窖（弹戏）月下访信（胡琴）
凤仪亭（高腔）

演出时间：2018年2月17日

下午2∶00
演出票价：8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川剧院

重庆市歌剧院艺术厅

弦乐四重奏音乐会
演出时间：2月23日 19∶30
演出票价：40元
演出单位：重庆市歌剧院

咨询热线：400－809－6039
官方网址：http：／／www.

cqpw.cn／
手机购票：关注微信公众

号，点击进入微商城购票

重庆演出信息

彭女士（左二）与机组人员合影表示感谢。 （重庆航空公司供图）
永川留守儿童自编节目谢好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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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婧救人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