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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周尤）8月7日，主
城区最长的一条公交优先道——鲁能立
交至炒油场段正式投用。这条跨越了渝
北、江北、渝中、南岸和巴南5个区的公
交优先道能否有效提高通行速度，减少
市民出行时间？7日早上，重庆日报记
者在南岸五公里公交车站搭乘308路公
交车，体验该条公交优先道投用首日的
运行情况。

公交车优先道一路顺畅

上午8点05分，记者在五公里公交
车站上了308路公交车。该线路起点站
为磁器街，终点站为龙洲湾枢纽站，沿线
有15个站点都在公交优先道上。

“我在会展中心上的车，要到鱼洞上
班。”在308路公交上，家住大溪沟的市
民刘红权告诉记者，公交优先道没投用
前，从会展中心到鱼洞坐公交需要1个
多小时。“沿路南坪环道、四公里、五公
里、七公里都是堵点。今天看时间，至少
可以提前20分钟到单位，这个时间可以
让我吃个早饭了。”

乘车过程中记者看到，早高峰时段，
从五公里到轨道九公里站，沿途车流量
并不小，其他车道都存在一定缓堵和排
队的情况，但公交优先道几乎一路顺畅，
公交车的行驶速度维持在45公里/小时
左右。

社会车辆违规停靠、
占道仍偶有发生

“以前没有公交优先道，不仅堵，还
时常被社会车辆加塞，现在就畅通多
了。”308路公交司机穆宇告诉记者：“公
交优先道投用前，308路跑一个往返需
要接近3个半小时，周一早高峰时甚至
需要4个小时。现在，我往返只用两个
半小时，节约近1个钟头。”

记者在体验中发现，从五公里公交
车站到轨道九公里站沿途，虽然交巡警
施划和设置了显眼的标志标线和指示
牌，大部分私家车也能够按照交通规则
行驶，但仍有部分社会车辆闯入公交优
先道，甚至有3辆车违法停靠在公交优
先道上。

私家车临时上下客
可借用沿线开口

如果私家车需要在公交优先道边上
下客，应该怎么做才不违法呢？交巡警
总队秩序支队民警钟继科说，公交优先
道沿线设置有禁止停车的标志或标线，
沿途是禁止车辆临时或长时停靠的。如
需要临时上下客的车辆可以在路口处，
借用公交优先道沿线的开口上下客，但
必须驶出公交优先道以外，且不得影响
公交车辆正常行驶和进出开口的车辆正
常通行。

交巡警提醒广大驾驶员，对违规驶
入公交优先道的车辆，交巡警将按照相
关规定处以200元的罚款。但如果私家
车违法占用公交优先道停靠，不仅要扣
3分，还要罚款200元。

主城最长公交优先道昨日投用
公交车一路顺畅 社会车辆偶有违规

本报讯 （记者 李星婷 实
习生 谭诗雨）8月7日，重庆日报
记者获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已发布《关于公布2018年度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建议资助项目申
请人名单的通告》。今年全国共有
来自112家单位的200位青年学者
入选该名单，我市3人入选。

据悉，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简称：国家杰青）是国务院1994年
批准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负责管理的专项基金。该基金支
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突出成绩

的青年学者开展自主创新研究，以
培养造就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学术
带头人。国家杰出青年每年名额仅
为200个，在2013年-2017年的5
年间，共产生了992位国家杰出青
年，促进了我国一批高水平原创成
果的涌现。

此次，我市共3人入选该名单，
分别为重庆大学蔡开勇、朱涛，研究
领域分别为生物医用材料表界面、
超窄线宽激光器及传感技术；中国
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叶丽林，
研究领域为免疫应答。

重庆3人入选
2018国家杰青资助名单

8月2日一大早，43岁的邵玉奎就
骑着摩托车来到种植烟草的地头。

前一天晚上，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
县大部分地方都下了雨。他所在的彭水
县靓水街道大厂村四组，大部分田地都
在海拔1200多米的山坡上。这个时节，
烟草已进入采收期，如果老是下雨损失
可就大了。

邵玉奎算计着，如果不出什么意外，
今年他种植的65亩烟草，将会有20多
万元的收入。

高山地区发展烟叶助农增收

今年45岁的余信有是该街道长岩
村四组村民，他今年流转了365亩地种
烟草，是地地道道的烟草种植大户。

村里几家贫困户都在他的烟叶地里
打工，每天一个劳动力有120元工钱，有
的家里来一个人，有的家里来两个人，从
4月初算起，到9月底烟草烘烤完毕，有
180天的时间，每个人打工收入就有2万
多元，实现脱贫没有问题。如果有劳力，

一家有两个人在烟草地里打工，别说脱
贫了，致富也不是问题。

该村村委会主任介绍，前两年村里
有38户贫困户，这两年跟着烟草种植大
户打工，同时，在相关部门的指导下，用
专项扶贫资金入股烟草合作社，参加分
红，这样，贫困户不但有了在家门口打工
的收入，也有了入股分红的收入。2016
年，村里已经全部脱贫。

目前，彭水县登记注册综合服务型
烟农专业合作社5个，入社农户2100多
户。合作社还充分利用育苗工场、烘烤
工场、轮作烟田发展高山绿色蔬菜种植、
菌菇培育等辅助产业，不断增加经济效
益，增加烟农收入。

彭水县烟草公司负责人介绍，“十二
五”以来，彭水烤烟年均种植面积11.2万
亩，年均收购烟26.24万担，年均产值2.9

亿元。烤烟种植不但成为农民脱贫致富
的主渠道，也是发展最为成功的农业产
业。

有他们支持农民就有信心

烟草种植不但是一项劳动密集型产
业，也是技术型产业，离开了技术支撑，
不但效益低下，有时候还会血本无归。

龙塘乡石院村五组28岁的高松桃，
初中毕业一直在外面打工，也有一定的
收入，但是远离家乡、远离亲人的苦恼却
难以化解。今年春节期间，他回到家乡，
听到了乡亲都在说种植烟草的事情，他
却插不上嘴。

后来，他找了村干部，流转了38亩
土地，开始种植烟草。县烟草公司驻乡
工作站的技术人员听到他的想法，就主
动登门联系，为他提供全程的技术服务。

记者8月2日在他的烟草田里看到，
他种植烟草不高不低，叶片大小肥厚均
匀，没有病虫害，长势良好。彭水县烟办
主任何昌均说，高松桃完全是按照技术
员的要求在干，符合“渝金香”烟草的生
产标准。

高松桃说：“开始种植的时候，因为
没有技术，心里不踏实。后来，技术员从
育苗开始，到施肥，防虫，管护等，都是手
把手地教。今年5月20日，彭水下了大
暴雨，21日一大早，自己赶到烟苗去看
的时候，技术人员已经在田头了。虽然
有点损失，但是，经过技术人员的指导，
马上重新补栽种苗，现在看来已经没有
什么大的问题。可以说，我们村里的烟
农和我一样，不管是种几十亩还是几百
亩，不是自己有多大本领，关键有烟草公
司的技术人给我们撑腰壮胆，我们才敢

放手干！”
而今，彭水县全县有230多名烟草

技术人员，住在基层、吃在基层，烟草地
头、烘烤车间，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谁
是烟农，谁是技术员，真的分不清，都是
一样的黝黑健壮，都是一样憨厚质朴。

坚持绿色发展才能可持续发展

在喜润合作社农家肥厂，记者见
到几千平方米的车间里，经过加工的
农家肥正在被一车一车地运走，合作
社理事长田茂胜说，他们现在以农家肥
为节点，开启了“绿肥种植-养殖-农
家肥-烟叶-绿肥种植”的种养业绿色
循环经济发展道路，一举解决了粪便
处理、秸秆焚烧、土壤改良、烟叶营养
平衡等多个难题，全面打造烟叶生产
良性循环。

吴树成介绍，彭水坚持“绿色、生态、
环保”理念，在充分研究烟区生态特点基
础上，大力倡导烟叶生产绿色防控，打造
出了一套综合利用各项技术的绿色防控
体系，并在全县范围内进行持续推广，取
得了显著成效。

自2013年起，彭水累计增施农家肥
3.7万吨，年均覆盖率85％以上亩施用量
由原来的100千克增至150千克；生石
灰调酸4.9万亩；绿肥翻压3.44万亩。

2015年以来，彭水烟草业共申请实
用新型专利35项，发明专利4项，烟蚜茧
蜂半潜式保种、抛苗法放蜂、竹筒放蜂、
放蜂箱放蜂、“烟保姆”、点芽器、改良式
起垄覆膜机等多个成果转化得到广泛应
用，以烟草助推大农业，让良好生态成为
乡村振兴支撑点，让产业发展成为脱贫
致富的助推器。

据介绍，重庆烟草公司利用“渝金
香”品牌，把我市渝东南、渝东北原来传
统烟草种植区的烟草散乱的牌子统一起
来，把零乱的标准统一起来，使烟草栽
种、管护、烘烤、分级等有章可循，很好的
实现了农产品工业化、产业化、标准化、
品牌化的一系列问题。

彭水精准脱贫 牵住产业发展“牛鼻子”
本报记者 蔡正奋

问：本次公交优先道通车和以前
通车的公交优先道有什么政策上的
不同吗？

答：首先，在专用时段内在以前
允许通行的车辆类型基础上增加了
二十座以上的大型载客汽车通行。
其次，巡游出租车在公交优先道沿线
不得随意上下客，但在确保安全且不
影响公交车辆行驶及上下客的情况
下，可以借道进入公交优先道沿线路
口以内停车上下客，或者借用公交车
站点前段临时上下客，但不能占用公
交车站停车待客。

问：非机动车可以通行公交优先

道吗？
答：在未设置有专用非机动车道

的道路，自行车、纳入非机动车管理
的且符合国家标准的残疾人机动轮
椅车可以通行公交优先道，但必须靠
右侧通行，遇公交车辆通过时应放慢
通行速度，主动避让公交车辆安全通
行。

问：三轮车是否能进入公交优先
道行驶？

答：在公交专用时段内，各类三
轮车禁止在公交专用道内行驶，应在
紧靠公交优先道的左侧车道行驶。

问：公交专用时间以后会不会

延长？
答：公交优先道的公交专用时间

是根据公交客流量、公交车速、交通
运行情况等综合确定的。公安交通
管理部门将对公交优先道进行实时
交通运行监测，对于公交客流量发生
变化的，将根据客观实际，对公交专
用时间进行科学调整，调整前将会提
前对外发布消息告知市民。目前，主
城区运行的公交优先道主要是早晚
高峰通行的公交专用道，工作日早晚
高峰7∶00—9∶00、17∶00—19∶00，
公交车辆专用通行。

（记者 周尤）

在公交优先道沿线 出租车不得随意上下客

砥 砺 奋 进 决 战 脱 贫

本报讯 （记者 周尤）8 月 7
日，鲁能立交至炒油场段南北线公
交优先道投用。重庆日报记者从公
交集团重庆南部公交公司获悉，为
确保优先道顺利通行，减少滞站时
间，目前该公交优先道已投入90辆
一级踏步车。

据公交集团重庆南部公交公司
副总经理马尔康介绍，目前，重庆的
公交车前门多是两级或三级踏步，对
一些行动不便的乘客来说，多级踏步
让上下车很不方便。“为提升乘客乘
坐舒适感，今年初公交集团已采购
215台低踏步公交车投入至优先道

沿线。今年计划再采购634台一级
踏步车，首批200台车预计在8月底
前陆续到位，并逐步投入到优先道
沿线使用。目前，整个南北通道已
投入90辆一级踏步车。同时，将打
造骨干线路308、349线，并分别投
放24和20台一级踏步车。”

南北线公交优先道已投入90辆一级踏步车

交巡警解答>>

相关新闻>>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近年
来，非现金支付方式日益普及，手机
成了“钱包”，人们可以随时随地享
受移动支付带来的便捷。但因一些
商家拒收现金，部分不会用非现金
支付的消费者却叫苦不迭。针对这
种情况，重庆将整治商家拒收现金
的行为，保护消费者自主选择支付
方式的合法权利。8月7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
获得了这一消息。

“商户拒收现金并非普遍现象，
但消费者却对此反映强烈。”人民银
行重庆营业管理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近期，就有一些消费者反映，他
们在旅游景区、餐饮、零售、交通运
输等领域进行支付时，遇到个别商
户拒收现金的情况。

商家拒收现金的行为涉嫌违反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损害了消费者
对支付方式的选择权。人民银行重

庆营业管理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消
费者的自主选择权是公平交易的核
心，除依法应当使用非现金支付工
具的情形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
以格式条款、通知、声明、告示等方
式拒收现金。任何单位和个人存在
拒收或者采取歧视性措施排斥现金
等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在8月13
日前进行整改。整改期限届满后仍
然存在上述违法违规行为的，人民
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将会同有关部
门对其依法予以查处。

市民如果发现商家有拒收或采
取歧视性措施排斥现金的行为，可
以通过电话或发邮件等方式向人民
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投诉、举报。
人 民 币 流 通 管 理 投 诉 电 话 ：
67677612，投诉邮箱：jsxjts@163.
com；金融消费权益保护投诉电话：
12363；支付服务管理投诉电话：
67677800。

商家拒收现金
消费者可投诉举报

8月7日，308路公交车行驶在鲁能立交至炒油场段公交优先道上，一路畅通。
记者 齐岚森 摄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李珩）
8 月7日，重庆药品交易所与甘肃
省公共资源交易局在渝签署《医药
交易区域战略合作协议书》，双方将
推进在医药交易领域的全方位合
作，减轻患者看病就医负担。

按照合作协议，双方将充分发
挥各自在医药交易工作中的优势
和特色，共同建立跨区域医药交易
的协作机制，并在资质审核结果互
认、区域采购数据共享、跨区域联
合采购、跨区域产品价格联动、短

缺药品信息共享、跨区域采购平台
信息化协作、区域联盟专家智库建
设、区域交流活动8个方面进行深
入合作。

“渝甘两地的合作，将进一步
降低区域医药交易成本，进而降低
医疗服务费用、减轻患者看病就医
负担，实现发现价格、降低成本、稳
定供应、确保安全等目标。”重庆药
品交易所党委书记、董事长刘高清
说，此举也将更好地助力公立医院
改革。

渝甘达成医药交易区域战略合作

本报讯 （记者 蔡正奋）8月7日
下午，记者从江北区九街文化产业集团
新闻通气会上获悉，九街文化产业集团
负责人明确指出，不夜九街不再接受任
何形式的加盟合作和品牌特许经营，九
街只有一个，只在重庆江北。

今年5月以来，越来越多的外地游
客蜂拥来到江北九街。大数据表明，外
地来渝游客中，年轻时尚的游客日益增

多，90后、00后游客占比高达26%。为
此，九街将再次升级，朝4A级旅游景区
目标迈进，进一步提升“不夜九街”品牌
在全国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同时，明确提
出专为90后、00后的时尚游客，打造体
验重庆夜生活的旅游打卡地。

“不夜九街”作为重庆城市夜生活的
名片，酒吧、娱乐、休闲行业的集中度已
达到68%。“九街”商标，在2009年8月

已由重庆九街文化产业集团在国家商标
局成功注册。

九街文化产业集团负责人在会上明
确宣布，从现在开始调整经营思路，不再
接受任何形式的加盟合作和品牌特许经
营，埋头苦干，一心一意深耕江北，致力
于把重庆品牌的“不夜九街”打造成全国
知名品牌。

重庆日报记者还从新闻通气会上了

解到，随着“九街”知名度的不断提高，李
鬼冒充李逵的现象愈演愈烈，一段时间
里，全国近百家城市和地区未经许可，非
法使用“九街”品牌，侵害了重庆九街文
化产业集团的注册商标专用权。为此，
该公司以法维权，提起了诉讼，目前，已
经有一家结案，两家进入法律程序。其
中，成都某公司非法使用“九街”商标案，
已经在今年7月13日，由成都市中级人
民法院一审判决，由该公司赔偿重庆九
街文化产业集团18万元人民币经济损
失，并停止侵权行为。

为此，九街相关负责人呼吁，全国各
地包括重庆本地，必须无条件停止与“九
街”注册商标相关的所有侵权行为，以维
护“九街”的注册商标专用权。

“九街”注册商标专用权得以确认

九街只有一个 只在重庆江北

8月7日，新
南 立 交 正 在 进
行 上 垮 桥 架 梁
施工，主体工程
预 计 年 内 完
工 。 新 南 立 交
位 于 两 江 新 区
核心区域，采用

“上跨桥+下穿
道”的建设方案，
地下是星光大道
下穿道，地上则
是 新 南 路 上 跨
桥。该立交明年
建成通车后，新
南路与星光大道
节点拥堵状况将
得到极大改善。

记 者 罗
斌 摄影报道

新南立交主体工程年内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