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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染尘

每个城市都把交通当作发展的命脉，就在于交通
格局的改变，往往对经济格局带来积极而深刻的变
化。加快重庆主城都市区建设，打造体量更大、辐射
带动能力更强的区域龙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重要
前提，交通互联互通则是这个前提下的首要任务。

推动主城都市区发展，既是一次扩容，更是为了
扩能。要想提升主城都市区的整体能级，就要在提高
交通互联互通水平上下更大功夫。这是因为，有了交
通流，才会形成更多资金流、物资流、信息流、技术流、
人才流，促进要素合理流动、产业合理分工、价值链合
理布局，从而在良性循环中增强城市群的综合竞争优
势。

现代社会，经济越发展，社会越进步，对交通基础
设施的要求就越高。特别是扩容后，交通建设不平衡
不充分的问题将更加凸显。加快推进互联互通，让身
为发展先行官的交通首先强大起来，才能为主城都市
区发展进一步畅通血脉。

交通是发展的先行官，规划则决定着交通的未来
走向。推进主城都市区交通互联互通，应着眼重庆的
未来，以更宽广的视野全盘谋划、超前谋划、统筹推
进，从而让交通运输的战略性、引领性、服务性、基础
性功能充分发挥出来。正因为此，交通规划上要同下

“一盘棋”，合力描绘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坐标。
重庆是一座山水城市，决定了城市空间上的“多

中心、组团式”特征。对于容纳了2000多万人口的主
城都市区来说，打造“一日生活圈”“一小时通勤圈”，
才能推动区域资源共通共享，便利市民的生活，提高
整体竞争力。想达成这样的效果，就要发挥好轨道交
通的引领作用，把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区”摆在最优先
位置抓紧抓好。畅通交通血脉，既要疏通大动脉，也
要激活毛细血管，加快打通“断头路”和“瓶颈路”，促
进各类站点无缝衔接，构建更加高效便捷的交通网
络。

开放发展，是重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这
意味着，推进交通互联互通，不只是主城都市区内部
各区的事情，也要加强主城都市区与“两群”地区、
市外境外的互联互通。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一区两
群”成为密不可分的有机共同体，让重庆站在开放的
最前沿，从而不断提升主城都市区的竞争力和辐射
带动力。

抓交通就是抓发展，抓交通就是惠民生。推进交通互联互通，既要有
大思路大手笔，又要用真情用全力，既要“干”字当头、“快”字当先，又要持
续用力、久久为功，如此才能干出好成绩，以交通优势提升区位优势、彰显
战略优势，从而为主城都市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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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报时论

●5月19日，新华社民族品牌工程服务“巴味渝珍”战略合作云签约活动
举行。副市长李明清出席。 （记者 汤艳娟）

●5月19日，副市长李明清出席在渝举行的江北·德阳合作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签约仪式。 （记者 吴刚）

□本报记者 左黎韵

“这房间宽敞又明亮，我住着很舒
服，今年春节儿子一家打工回来，我们还
在这里欢欢喜喜过了年。”5月15日，丰
都县三建乡廖家坝社区年逾80岁的贫
困户董大珍感慨地说：“真没想到，我们
住进了政府的办公楼！”

丰都三建乡老场镇背靠一片320万
立方米的滑坡体，历年来，滑坡体多次出
现险情，威胁着老场镇1.3万余平方米
房屋的安全。2017年，三建乡启动场镇
整体避险搬迁工作，为解决居民居住难
题，乡政府带头搬进工地板房办公，将地
理位置相对安全的老办公楼腾出来给无
法投靠亲友的搬迁户居住。

带头搬迁 困难户住进办公楼

董大珍居住的房间是乡政府过去的
办事大厅，50平方米的大开间被隔成了
两间，房间内家电、家具一应俱全，老人
将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房间在一楼，
我年纪大了不用爬楼梯，政府想得真周
到。”董大珍高兴地说。

董大珍大半辈子都居住在三建乡老
场镇，前几年，老伴去世后，留给她一套
两室一厅的旧房子。而随着场镇搬迁计
划的启动，她的旧房子也被纳入拆迁范
围。

“我年纪大了，行动不便，儿子儿媳
又在外务工，新场镇修好前，我住在哪里
呢？”董大珍向上门搜集意见的工作人员
吐露心声。

早在2017年，丰都县成立了三建乡
场镇搬迁工作攻坚小组，在入户走访中，
工作人员发现，许多居民都有着董大珍
同样的担忧。“最初群众不理解，担心搬
迁后没地方住，搬迁工作并不顺利。”三
建乡党委副书记朱小冬坦言。

为加快搬迁进程，2018年，乡政府
在新场镇规划用地附近搭建了两层楼的
活动板房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的临时办公
楼，老办公楼则腾出来给有困难的搬迁
户居住。仅用了两个月时间，老场镇88
户重险区居民全部搬离，7层楼的老办
公楼被改造成临时安置房，共居住了30

余户暂时找不到住处的搬迁户。

板房办公 乡干部苦中有乐

三建乡是我市18个深度贫困乡镇
之一。目前，全乡仍有5户11人尚未脱
贫。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虽
然办公条件艰苦，但扶贫干部们丝毫不
敢懈怠。

这几天，驻扎在乡政府板房办公楼
的驻乡扶贫工作队忙得不可开交，连通
庙家坝村到双鹰坝村全长11公里的油
化路已进入最后施工阶段，工作队白天
到现场督查工程进展，晚上还要回办公
室填报资料。

“不同于砖墙房，板房冬冷夏热，尤
其是夏季，板房经烈日炙烤后，即使开了
空调，也感觉不到凉爽。”工作队队员秦
瑜告诉重庆日报记者，今年是他驻乡的
第三个年头。

“95后”的刘斌还是个大男孩，今年
初考入三建乡政府工作，每周只能回家
一次，其余时间都住在板房办公楼里的
职工宿舍。在城里长大的他，第一次住
板房还有些不习惯。板房隔音差，晚上
有人进出，整栋楼都会咯吱作响。有时

他赶完报表已是半夜，刚要入睡又被响
声惊醒。虽然条件艰苦，但刘斌从没有
抱怨，“只要群众满意，就是对我工作最
好的肯定。”他干劲十足。

窄窄的活动板房里，驻扎着88名这
样的乡干部，预计明年初，他们将有望搬
入位于新场镇的新政府大楼。随着场镇
搬迁与脱贫攻坚相继进入关键阶段，他
们的工作也越来越忙。

用心用情 村民脱贫有保障

“我以前打工时住过板房，气温稍稍
升高，房间就像个蒸笼，根本呆不下去。
而乡干部们为了帮助我们脱贫已经住了
两年板房，我真是打心眼里感激。”在三
建乡红旗寨村，刘树华是村里唯一一户
尚未脱贫的贫困户，每次经过乡政府，他
都要朝着板房办公楼望望。刘树华的妻
子患病，家中三个小孩正在上学，沉重的
家庭负担曾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来。

经扶贫工作队牵线搭桥，刘树华在
政府开设的公益性岗位上务工，一个月
能有1700余元工资，再加上乡政府为他
申请的低保补贴，他一年能有2万余元
收入。“乡干部们几乎每周都要到我家坐

坐，和我拉拉家常，我感觉很温暖，我有
信心今年一定能脱贫。”刘树华憧憬着未
来。

而在离红旗寨村不远的夜力坪村，
建卡贫困户王素娟偶尔也在乡政府的食
堂里帮忙。“天气越来越热，空调也不抵
用，乡干部们来食堂吃饭，热了就拿把蒲
扇扇一扇。”王素娟坦言，看着这样一群
不惧艰难、勇挑重担的党员干部，她有信
心把日子越过越好。去年，在乡政府的
带动下，王素娟共种植了3亩香桃，养殖
了1000只绿花鸡。去年底，绿花鸡出
栏，便为她带来了4万元的纯收入，而三
年后，香桃挂果，她的收入还将翻一番。

“这几年，我们因地制宜发展起香
桃、青脆李、油茶、猪腰枣等特色产业，同
时依托农村‘三变’改革，在贫困村成立
专业合作社，产业收益按照专业合作社、
村集体、农户4∶3∶3的比例进行分配，构
建起贫困户长效脱贫机制。”朱小冬告诉
记者，随着新场镇的逐步落成，三建乡还
将着力打造全域旅游，形成以“龙河湿地
核心区、三建旅游集散地、夜力坪农耕休
闲体验区、双鹰峡谷观光区”为主的乡村
旅游示范片区，促进农旅融合发展。

丰都三建乡政府把办公楼让给搬迁乡亲居住

板房办公托起“脱贫梦”

本报讯 （记者 陈国栋）5月
19日，市科协五届五次全会召开。
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胡文容出席
会议并讲话，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引，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科技创
新、群团工作的重要论述，按照市委
部署和陈敏尔书记要求，团结引领
广大科技工作者抢抓机遇、开拓创
新，用智慧和汗水创造新业绩、谱写
新篇章。

胡文容强调，全市各级科协组
织要更好肩负起思想政治引领的重
要职责，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深学
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大力弘扬爱国奋斗精神，进

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
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听
党话、跟党走。要坚持围绕中心、服
务大局，组织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
聚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
设、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夺取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利等重点任
务，汇聚科技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
的磅礴力量。要坚持党建带科建，
对标对表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
持续加强自身建设，深化科协系统
改革，全面提升科协的动员力、号召
力、影响力。

全会听取了市科协常委会工作
报告，审议通过了《重庆市科学技术
协会第五届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决议》。

市科协五届五次全会召开
胡文容出席会议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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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申晓佳

5月19日，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牵
头，各相关部门企业共同参与，市交通规
划研究院承担编制的2019年度重庆市
中心城区交通发展报告发布。报告中有
哪些干货？重庆日报记者请市交通规划
研究院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梳理。

关键词:便民
今年轨道和公交换乘会

更方便

中心城区居民，对轨道和公交换乘
不会陌生。据报告统计，2019年轨道与
公交日均换乘量为48万人次。

为提升市民乘坐轨道公交换乘的
体验，我市开展了轨道与地面公交换
乘整体提升工作，力争将轨道站点周
边公交换乘距离缩短至 50 米以内。
预计今年6月底，我市将新投用43个
公交轨道换乘站，届时新投用的换乘
站总数将达到94个，市民轨道公交换
乘将更方便。

此外，报告显示，2019年中心城区
轨道交通线路有8条，运营里程328.5公
里。其中，新开通轨道交通线路一号线
尖璧段、环线西南半环（海峡路至二郎
段），新增里程15.1公里。市民乘坐轨
道交通选择更多。

公交方面，2019年市公交集团新开
调整68路、69路、10路、28路4条快速
骨干线路，“快、主、支、微”常规分层公交
体系正在形成。

面对固定通勤、上学接送、特殊量少
的居民出行需求，开行特需公交、定制公
交、校巴等多样化多层次的公交服务。

面对本外地游客，发行了“都市观
光·漫游重庆”套票，可持套票乘坐20余
条观光巴士、机场快车、高铁快车线路，
实现无缝换乘，将旅游热门景点与高铁
站、机场等重要交通口岸、商圈有机连为
一体。

关键词:优化
轨道加速成网，两路口站

不再“压力山大”

报告显示，2019年，居民乘坐交通
工具出行量继续增长，机动交通工具
日均服务客运量1385.5 万乘次，同比

增长4.3%。
其中，2019年公共交通日均客运量

772.4万乘次，同比增长5.5%。居民机
动化出行分担率中，公共交通方式占比
58.5%，在 2018 年基础上又继续提升
0.1个百分点。这表示超过一半的中心
城区居民出行时选择了公共交通，且有

增长趋势。
轨道方面，随着中心城区轨道加速

成网，越来越多的市民乘坐轨道交通出
行。轨道日均客运量285.4万乘次，同
比增长21.4%。其中日均换乘量92.1万
乘次，同比增长35.0%。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轨道加速成网，

两路口、红旗河沟站换乘量逐渐下降、站
内拥挤程度同比缓解。

2019年，两路口站的日均换乘量为
17万乘次，同比降低2.1万乘次。随着
换乘站点增多，两路口站换乘不再是唯
一选择，站点不再“压力山大”。

“这得益于中心城区的城市交通运
行水平不断优化。”市交通规划研究院
相关负责人表示，借助交通大数据分析
研判、智能化精细化交通管理进一步推
广等措施，中心城区公共交通机动化分
担率持续上升，居民出行效率有望越来
越高。

关键词:大数据
通过大数据手段评估交

通需求，提升出行品质

市交通规划研究院相关负责人介
绍，随着城市发展，居民出行的交通需求
也在不断变化。根据这种需求，重新分
配公共交通设施的供给、空间的分配、运
营的服务模式等，就能提升市民的出行
品质。为此，重庆运用了大数据技术来
帮忙。

例如，以中心城区最繁忙的轨道3
号线为例，2019年，大数据监测发现，每
天约有近1万人直接往来于渝北两路片
区与红旗河沟、观音桥之间，但只有
20%的人选择轨道交通。

这是为啥？分析发现，两路片区有
3个轨道站点，但均位于片区边缘，轨
道公交换乘距离也相对较远，服务范围
有限。

综合以上大数据分析结果，市公交
集团结合居民出行需求，调整实施开行
68/69路快速公交，该公交线路在起始
站附近多设站点，中途则利用公交优先
道快速直达，为两路片区的居民提供了
方便。

该负责人表示，此外，重庆还通过交
通大数据建立起实时的城市交通监测体
系，实现发现问题、及时反馈。此举在城
市道路的交通管理与缓堵治理上也收到
了一定成效。

解读2019年度重庆市中心城区交通发展报告——

公共交通成为居民出行首选
2019重庆中心城区交通数据

数据来源：2019年度重庆市中心城区交通发展报告

轨道轨道

中心城区轨道交通线路8条，运营里程328.5公里。在建轨道交通
线路 11条（段），共计227公里

公共汽车公共汽车

公共汽车运营线路条数 799条，同比增加22条

辅助型公共交通辅助型公共交通

中心城区现有越江索道 1条、轮渡线路3条，公共电梯扶梯2处，每
天服务城市居民及游客4.03万人次

城市道路城市道路

中心城区城市道路5327.8公里，同比新增235.2公里。新增次支道
路 159.9公里，占新增道路总里程的68%

桥梁隧道桥梁隧道

中心城区跨两江道路桥梁29座。白居寺大桥、郭家沱大桥、红岩村大
桥、曾家岩大桥、礼嘉大桥、蔡家大桥、水土嘉陵江大桥7座桥梁正在建设

穿两山道路隧道 17 座。龙洲湾隧道建成通车，龙兴隧道、土主隧
道正在建设

停车设施及其他停车设施及其他

停车场（点）5508 处，共 176.1 万个停车位，同比增
加 15.8%。立体人行过街设施825座，新建成30座

制图：张辉

（上接 1 版）充分运用大数据、区块
链等现代信息技术提升智慧监管
能力，推动农产品质量安全数据共
享，早日搭建起统一开放、共享共
用、通查通识的追溯管理信息平
台。

去年9月24日，该提案主办单
位农业农村部在回复中明确，下一
步将以《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修订为
契机，建立强制性追溯目录制度，对
肉类、蔬菜等重点品种以及绿色食
品、有机食品及地理标志产品实施
强制性追溯，鼓励其它品种开展追
溯。对于规模经营主体，鼓励实施
信息化追溯，其生产、购销等信息全
部纳入追溯平台，小农户则实施承
诺合格证制度。

关于切实落实离婚家庭
未成年人被探视权的提案建
议，将在民法典婚姻家庭编
中充分吸纳

去年8月，住渝全国政协委员、
重庆静昇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彭静
接到消息：她针对探视权法律规定
不完善、探视主体范围过窄、探视权

内容模糊问题，提出的关于切实落
实离婚家庭未成年人被探视权的提
案，被评选为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
会议60件好提案之一。

对该提案建议，全国人大法制
工作委员会回复表示，将在民法典
婚姻家庭编的编撰中，充分吸纳、认
真研究。

同样在办理彭静去年全国两会
中提出的关于“在《电子商务法》实
施背景下细化个人信息保护相关规
定”的提案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
厅秘书局充分肯定，认为提案分析
了电子商务法在个人信息保护方面
存在的问题，从明确电子商务主管
部门，细化微商、个人代购等经营的
监管规则，破解个人信息被强制过
度收集等方面，提出细化电子商务
法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相关规定的建
议，对于完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具
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政协委员履职是一个发现问
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彭
静认为，在全国政协履职平台上，对
自己而言，最重要的是发挥专业素
养和特长，就法治领域的一些问题，
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和方案。

这些提案改变我们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