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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市交委4月8日透露，交
通运输部、文化和旅游部近日下发《关于加快推进交通
旅游服务大数据应用试点工作的通知》，重庆列入交通
旅游服务大数据应用试点省市。

其他试点省市包括：山西、浙江、江西、湖南、四川、
贵州、青海、宁夏等省份。

试点集中在4方面主题：运游一体化服务、旅游交

通市场协同监管、景区集疏运监测预警和旅游交通精
准信息服务。重庆将着重在运游一体化服务和景区集
疏运监测预警等方面试点。

“运游一体化服务”主要指整合旅游交通资源，包
括综合运行分析、旅游客运班线及景区公交、偏远景区
客运服务等优化配置；运输客票、景区门票等票务系统
衔接，车票、船票、门票等一体化预订和结算服务；提供

旅游包车、拼车、直通车、小件快运、房车等个性化接送
服务等。

“景区集疏运监测预警”包括：景区与周边路网
动态运行监测数据跨部门共享，加强重点时段、重
点景区的客流预测，景区周边路网客流监测预警，
防止景区游客滞留或客流积压，联合开展应急救援
服务等。

重庆列入交通旅游大数据应用试点省市
重点放在“运游一体化服务”和景区集疏运监测预警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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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麟）
4月8日，涪陵区举办招商引资
项目集中签约活动。包括23个
项目，协议投资达338.5亿元，
涉及工业、旅游、商贸、物流、金
融、城市综合体、科研等领域。

重要项目包括：投资75亿
元的重庆华峰基地扩能项目，
投产后预计产值可达118亿元；
北交大重庆中涪科瑞工业技术
研究院的技术转让、服务及产
业化项目；重庆猎车科技公司
互联网汽车平台项目等。

同日，一批重点项目集中
开工，5 个项目总投资 76 亿
元，达产后预计年产值可达
138亿元。其中，投资10亿元
的中机大数据项目将建设20
栋机房，布局满足T3及以上机
房标准机柜10000台，为智能
制造、电商服务、大数据处理提
供基础支持；华峰年产10万吨
差别化氨纶扩建、年产10万吨
聚氨酯树脂扩建等新材料项目
预计总投资约45亿元，预计产
值超82亿元。

涪陵签下338.5亿元投资大单
总投资76亿元的5个项目同日开工

本报讯 （记者 白麟）4
月8日，投资21亿元的中石化
涪陵页岩气田江东区块产建项
目开工。该项目建成后，可使
涪陵页岩气田年产能稳定在
100亿立方米以上，为重庆以
及长江经济带发展提供稳定可
靠的清洁能源。

江东区块动用含气面积达
55.6平方公里，页岩气地质储
量542.7亿立方米，计划部署
15个钻井平台、开发井58口，
平均单井配产6.4 万立方米/
日；计划新建产能12.25亿立
方米/年。此外，该项目还将新
建集气站13座，中心站两座，
各类采气集输管线60.7公里。

在涪陵页岩气田二期产
能建设计划中，江东、白涛、平
桥、白马四大区块被确定为产
建区主力区块。此前，江东区
块的焦页70-1HF、焦页70-
2HF等20口井试气平均获得
日产 20 万立方米以上的高
产，进一步证实了该区块资
源、产能可靠，展示了良好的
开发前景。

目前，涪陵页岩气田在实
现100亿立方米年产能的基础
上，正持续强化气藏勘探、气井
生产、安全环保管理，全力保障
稳产增产。江东区块页岩气集
输管线敷设的前期工作也正有
条不紊地开展。

中石化涪陵页岩气田
江东区块产建项目开工

本报讯 （记者 白麟）4
月8日，在涪陵区招商引资项
目集中签约活动上，重庆数资
区块链研究院与重庆海林生猪
签订协议，联合打造“区块链+
黑猪”溯源系统。

该系统可详细记录生猪商
品全周期数据链条，并经过加
密算法对数据进行保护和有效
性验证，切实解决食品安全“最
后一公里”问题。

涪陵黑猪也叫“盆周山地
猪”，是我市5大地方优良猪种
之一。目前，海林生猪年出栏
涪陵黑猪3万5千头，销售总
额近1亿元。

“养殖业从配种、饲养、屠

宰到运输，环节十分复杂，如何
让这一切都可追溯，并具备足
够的公信力，是树立农业品牌
核心价值的关键。”涪陵区相关
人士表示，区块链技术可对此
提供有效的途径。

重庆数资区块链研究院
负责人介绍，通过区块链溯
源，消费者可以实时查看黑猪
的成长信息，从养殖基地，到
屠宰加工厂、检疫部门、物流
企业等环节的所有信息都通
过区块链进行真实流转。“区
块链技术的原理决定了这些
信息不可篡改、不能伪造，从
而使黑猪产品具备了确切的
公信力”。

区块链技术
打造黑猪质量溯源系统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4月8日，
来自市交委消息称，我市正在打造“智能
交通”，推动交通行业转型升级和交通旅
游业发展。

很多时候，由于交通和旅游之间存
在“信息孤岛”，游客、景区和路网等信息
不对称，使得有的旅游景点“冷热不均”：
有的景区爆棚，堵车长达几公里；有的无
人问津，“花儿静悄悄地开”。

为此，几年前重庆高速集团启动“交
通+旅游”深度融合，大力实施“高速+旅
游”战略，做到“快进慢游”。

同时，重庆高速集团正在对有条件的
服务区进行升级，打造“吃住行游购娱”特
色服务区。比如，升级“中国高速第一自
驾营地”——G50重庆高速冷水服务区生
态旅游自驾营地，适时建设金佛山东服务
区自驾营地……

另外，我市正着重建设一批产业路、
旅游路，提升乡村旅游竞争力。

打造智能交通
做到“快进慢游” 本报讯 （记者 韩毅）市旅发委

4月8日透露，到2020年，我市将建成
50个以上有重庆特色的交通运输与旅
游融合示范区，把重庆打造成西部交旅
融合发展示范区。

市旅发委相关负责人称，近年来，
我市旅游交通取得长足进步，但也存在

“短板”。如，连接国内外客源市场的航
线还不够丰富，旅游景区“最后一公里”
问题比较突出，“城景通”“景景通”和大
三峡、大武陵腹地旅游公路建设滞后，
游轮母港缺乏和长江三峡沿线旅游码
头建设滞后等。

该负责人表示，我市将从软、硬件
两个方面着手，狠抓交旅融合发展。

硬件建设要做些什么？

在硬件建设上，形成旅游交通水陆
空铁立体环线。包括：大仙女山旅游环
线等一批旅游交通建设项目，以及实现
大都市与大三峡、大武陵三大旅游目的
地和市、县、乡、村四级旅游目的地之

间，城区与景区之间，景区与景区之间
的旅游交通无缝对接，释放陆上纵深腹
地旅游红利。

同时，航空方面，要充分发挥江北
国际机场枢纽作用，提档升级万州、黔
江机场客运能力，推进武隆仙女山机场
和巫山机场以及各区县通用机场建设，
增开国际国内旅游航线。

水运方面，我市将启动主城游轮母
港建设，加快规划、启动建设主城“两江
四岸”以及“一干两支”旅游码头体系，
提档升级景区景点旅游码头。

软件建设要做些什么？

在软件建设上，我市将建立交通、
旅游等跨部门数据共享机制，推进政
企信息数据互联互通；依托全市公路
客运联网售票平台探索客运票务、景
区票务等“一站式”服务；引导各类互
联网平台和市场主体提供标准化、实
时化、精准化的旅游交通信息服务；促
进交通运行监测平台和全域旅游大数

据融合，打造旅游交通信息一体化发
布平台，为公众提供便捷高效的旅游
交通信息服务。

鼓励发展汽车租赁服务，支持在城
乡节点和交通枢纽合理规划布局汽车
租赁点，鼓励健全汽车租赁线上线下联
网运营，推动实现一地租车、异地还车；
加强汽车租赁服务监管；以机场、火车
站、公路客运枢纽等为重点，推进交通
枢纽“运游一体化”建设；鼓励和支持规
范发展共享汽车、共享电车、共享单车
等“互联网+旅游交通”。

不久前，在第22届重庆都市旅游
节暨城际旅游交易会上，重庆公交集
团推出特色“高铁快车”线路，以高铁
站为中心，连接“景区+酒店+商圈”一
站式出行服务；CC房车网针对我市贫
困乡镇设计出“房车旅游扶贫精品线
路”，推出奉节县平安乡房车3日游、
黔江区金溪镇房车3日游、酉阳车田
乡房车3日游等扶贫精品线路等，效
果都不错。

两年内我市将建50个交旅融合示范区

相关链接>>>

4月7日，市级重点项目武江路三期道
路工程正进行桥梁上部结构施工，有望年
底建成。武江路三期工程位于江北区石马
河片区，西接双碑大桥东引道公园立交，东
接武江路已建道路，全长759米，双向六车
道设计。建成后，从双碑大桥前往冉家坝
片区的车辆将不再绕行石马河立交，盘溪
立交的交通压力也将得到缓解。

记者 罗斌 摄

武江路工程
年内建成

春光正好，近日，重庆市开州区的桃花、李
花、油菜花、梨花、柑橘花等竞相绽放，吸引游
客纷至沓来。开州区借机推出“浪漫开州花满
城”赏花旅游季系列活动，主推五大赏花旅游
产品。如今，以花为媒的新兴产业链在该区接
连绽放，“赏花经济”已从单纯的旅游业走向多
个领域，有力推动了乡村振兴。

遍地花开引客来

开州区铁桥镇、大德镇漫山遍野的梨花在
轻风吹拂下悄然开放，每到周末，前往铁桥镇、
大德镇的乡村公路上，都会被自驾车排满，游
客在和暖的春光下，走进梨园赏花闻香、拍照
留念。

而在竹溪镇、和谦镇，大片油菜花像一片
金色的海洋。来自万州区的游客李永国连连
称赞：“非常漂亮！”赞叹之余，他和其他游客一
道拿出相机拍照留念。

不只是他们，随着开州区“花花世界”的到
来，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光旅游，在充满花
香的田野上，美丽的景色令游客流连忘返。

赏花季里生意火

花的海洋，吸引游客纷至沓来，赏花经济
持续火爆。

开州区东里河畔，柳枝青翠，菜花金黄，桃
花盛开，野樱花绽放，春意盎然，一幅美丽的画
卷。

在开州区满月乡马扎营景区双坪村，农家
乐老板凌发轩一大早上山采了满满一筐野菜，
准备招待游客。他说：“每年春暖花开，特别是
野樱花盛开时，生意特别好。忙时，一天要接
待六七桌客人，收入2000多元。”

开州区郭家镇毛成村的桃花吸引了大量
赏花的游客，让毛成村农家乐应接不暇。到周
末时，毛成村的农家乐几乎家家爆满。

“周末客人太多，都是提前订好的。”时值
中午，今年新开办的农家乐桃花里生态餐厅坐
满了游客，老板贾东久招呼着服务员赶紧上
菜。桃花里生态餐厅以桃花为原料，应时应节
推出了桃花酿、桃花胶、桃花胶银耳汤三款主
打产品，引得众多游客前来尝鲜。贾东久告诉
记者：“这几天每天收入4000多元，仅春季就
能赚几万元。”

借赏花契机，毛成村每家每户都赚得盆满
钵满，成为当地有名的小康村。不只是毛成
村，在赏花经济逐年火爆的同时，开州区把赏
花游和美食、特色消费等结合起来，打造“春季
赏花、夏季避暑、秋季摘果、冬季赏雪”四季游
品牌，形成一系列产业，让赏花经济持续发力，
走出一条以乡村旅游助推乡村振兴之路。

产业融合多方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开州区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任显智看来，一方面，群众不再
满足于吃饱穿暖，要追求更丰富的生活体验，
旅游经济正好顺应了这些新需求；另一方面，
旅游业是实实在在的富民经济，开州区的美丽
乡村都有机会在乡村旅游发展大潮中迎来发
展机遇。

在开州区白鹤街道三合村，油桃进入了丰
产期，果园老板熊朝轩忙着修剪枝叶、浇水、施
肥，迎接第四届油桃采摘节。熊朝轩是三合村
印水桃园的老板，2012年他从村民手里流转
40亩土地种起了油桃树，并聘请村民帮忙打理
果园。如今，他的果园从40亩发展到2500亩，

油桃远销福建、陕西等地，每年收入达百万
元。熊朝轩还带动周边村民栽种油桃树，让村
民人均年增收2000余元。

5月油桃即将成熟，白鹤街道正在积极筹
备今年的油桃采摘节，让村民在花开、花谢时
期都有经济收入。如今，返乡做生意的村民越
来越多。

“这里曾是一片山坡地，为改善生态环境，
前些年政府鼓励村民栽种桃树。如今，这片桃
林成了村民增收致富的‘宝地’。”郭家镇党委
书记王斌告诉记者，一亩油桃的产值5000元
左右，但发展乡村旅游后，每天可吸引3000多
名游客前来赏花观景，带动了餐饮、土特产交
易，让村民尝到了坐地收钱的甜头。

在开州区长沙镇，5万亩春橙不仅能让游
客在这里观花果同树、采尝春橙，还搭上了互
联网销售快车，让开州春橙声名远播。

如今，赏花经济实现了农旅融合发展。“以
花为媒，我们的产业链体现一二三产业的全面
融合。”任显智说，农产品通过深加工获得更高
附加值，通过旅游业获得了更广阔的渠道。

“赏花经济”助力开州乡村振兴
本报通讯员 李成明

详情请登录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http://www.cqupb.gov.cn/wsfw/wsfw_list.aspx?ClassName=17

重庆市规划局城乡规划公告
类别

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
与完善方案公告

序号

1

2
3

项目名称
重庆市主城区两路果园片区E1-4-1、E2-1等地块（金鹏小学西侧和天高鸿苑小区西

侧）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方案公示
重庆市主城区茶园组团L1-1-2等地块（迎龙商贸城）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方案公示
重庆市主城区西彭组团J标准分区J01-2/03等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修改方案公示

行政辖区

渝北区

南岸区
九龙坡区

申请单位

渝北区人民政府、西南政法大学

南岸区人民政府
九龙坡区人民政府

公示时间

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5月9日

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5月9日
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5月9日

公示地点

渝北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南岸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九龙坡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咨询电话

67907784

13368430274
13368430274

类别

控制性详细
规划一般技
术性内容修
改公告

序号
1
2
3

4
5

项目名称
重庆市大渡口区八桥镇储备地块安置房周边道路整治工程控规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

重庆市巴南区南彭功能A分区A3-3地块和李家沱-鱼洞Q分区Q23－7、Q30－3等地块一般性技术内容修改
重庆市主城区大渡口组团K13-1等地块控制性详细规划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方案公示

江北区唐家沱组团K标准分区K17-3-1/04、K17-3-2/04号地块控规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方案公示
重庆市主城区空港R标准分区R07、R08-3等地块（快件集散中心道路工程）控规一般技术性内容修改

行政辖区
大渡口区
巴南区

大渡口区

江北区
渝北区

申请单位(编制单位)
重庆市城市建设土地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
大渡口区人民政府

重庆市江北区土地储备中心
重庆空港物流发展有限公司

公示时间
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16日
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16日
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16日

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16日
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16日

公示地点
大渡口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巴南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大渡口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江北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渝北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咨询电话
67959655
66212167
68039793

67736471
67166582

建设
工程
设计
方案
类公
示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项目名称
杨家坪西郊路30号4栋1单元住宅小区增设电梯公示
杨家坪西郊路30号1栋2单元住宅小区增设电梯公示
杨家坪西郊路30号1栋1单元住宅小区增设电梯公示
杨家坪西郊路30号4栋2单元住宅小区增设电梯公示

江北区鲤鱼池87号1单元增设电梯公示
巴南区巴县大道86号3单元、6单元增设电梯公示
北碚区朝阳街道新房子社区5号、6号住宅增设电梯

康庄美地一社区养老服务站增加电梯公示

康庄美地二社区养老服务站增加电梯公示

旭辉紫都及酒店方案调整公示

劲扬·缙云印象项目方案调整公示

空港.环山国际（三期）设计方案修改公示
重庆两江新区龙兴住宅项目二期一组团（F19-1地块）

E02#、E10#-b、E11#楼栋方案调整公示

项目位置
位于九龙坡区
位于九龙坡区
位于九龙坡区
位于九龙坡区

位于江北区鲤鱼池87号1单元（江北区18中学校内）
位于巴南区

位于北碚区朝阳街道新房子社区5号、6号住宅

位于康美街道金竹路

位于康美街道金竹路

位于北碚区蔡家镇蔡家组团G标准分区G15-3/03地块

位于北碚区云逸路18号

位于渝北区创新经济走廊，申佳·尚元城南侧、龙石路东侧、服装城大道西侧、金兴大道北侧

位于龙兴组团F19-1地块

申请单位
杨家坪西郊路30号4栋1单元住宅小区相关业主
杨家坪西郊路30号1栋2单元住宅小区相关业主
杨家坪西郊路30号1栋1单元住宅小区相关业主
杨家坪西郊路30号4栋2单元住宅小区相关业主

江北区鲤鱼池87号1单元刘加贵、李保红、刘双文、谭强等20户业主
巴南区巴县大道86号3单元、6单元业主

王兰、江福友、郭强、刘英健等
重庆渝高新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康美街道

办事处、康庄美地一社区居民委员会养老服务站
重庆市公共住房开发建设投资有限公司、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政府康

美街道办事处、康庄美地二社区居民委员会养老服务站
重庆旭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劲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市地平线置业有限公司

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公示时间
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16日
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16日
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16日
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16日
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16日
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16日
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16日

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16日

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16日

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16日

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16日

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16日

2018年4月10日至2018年4月16日

公示地点
九龙坡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九龙坡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九龙坡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九龙坡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江北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巴南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北碚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两江新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两江新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北碚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北碚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渝北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两江新区规划分局、项目现场、重庆市规划展览馆公示厅、重庆市规划局公众信息网站

咨询电话
68410017
68410017
68410017
68410017
67635380
66227071
68861838

67308477

67308477

68861838

68861838

67166562

6036067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