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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松

即将实施的中心城区高峰时段桥
隧错峰通行新规，究竟有哪些值得注意
的细节呢？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民警
对此进行了详细解读。

以车牌的最后一位数
字为准

有的市民车牌最后1位或2位是
英文字母，那么应该怎么看呢？

民警表示，如果车牌最后1位或2
位是英文字母的，以最后1位数字为
准，如图所示：

渝A·935ME，则应该以“5”为准，
于星期五执行错峰通行规定。

国家法定节假日或周
末变为工作日不限行

新规规定，工作日实施错峰出行，
那么对于国家法定节假日或周末变为
工作日的情况，又是如何出行呢？

民警表示，星期一至星期五属于国
家法定节假日的，当日不限行；因法定
节假日而致周末双休日变更为工作日
的，当日也不限行。简单总结一句话：
所有国家法定节假日和周末都不限行，
即使是周末某天因法定节假日调休变
为了工作日。

为什么是15座桥梁
和1条隧道

那么，为什么此次错峰通行范围选

择的是这15座桥梁和1条隧道呢？
民警表示，桥梁隧道是中心城区交

通拥堵的主要瓶颈，特别是此次错峰的
桥梁，工作日早晚高峰均处于常态拥
堵，拥堵指数高于中心城区城市道路的
92%以上，另外真武山隧道也常发拥
堵，为保障内环快速路这一城市交通

“主动脉”的畅通，真武山隧道也被列为
错峰通行范围。

至于双碑大桥、双碑隧道、大学城
隧道为什么没有纳入此次错峰出行范
围，是因为目前大学城片区（高新区）正
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城市路网、公共交
通等交通基础设施还比较薄弱，群众的
出行还主要依靠私家车，综合评估后，
因暂不具备实施条件。

为何仅设置了4.5个
小时为错峰时段

民警表示，鉴于目前中心城区交通
拥堵主要集中在工作日早7时至9时、
晚17时至19时30分这2个时段，此次
错峰方案也仅设置了工作日早晚高峰
共4.5个小时的错峰时段，其余时段正
常通行。

如何保障车辆受限市
民出行

车辆受限后，市民如何出行是大家
都关心的话题。

为此，民警表示，为有力保障群众
出行，交通部门已制定相关方案，轨道
交通及地面公交将按最大运力进行调
整，全力满足错峰后的转移需求。

民警建议，当日出行车辆受限制的

市民可改乘出租车、公交车、轨道出行，
也可避开限行时段提前或延后出行，拼
车或共享出行等。

哪些车型不受错峰通
行限制

民警介绍，错峰通行车辆包括所有
本地及外地籍号牌汽车，结合我市实际
情况及国内外城市实践经验，对军车、
警车、救护车、消防车、出租车、工程抢
险车、应急救援车、公交客车、公路客
车、校车、旅游客车、运钞车、邮政专用
车、殡葬专用车、悬挂新能源号牌车辆、
20座（含）以上大客车以及其他从事城
市公共应急、抢险的车辆、新能源汽车
等车型不限制。

为什么新能源汽车不
受错峰通行限制

不少细心的市民注意到，新能源汽
车不在此次受限范围。

民警介绍，按照国务院相关文件
《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 畅通资源
循环利用实施方案（2019—2020年）》
已明确提出，各地不得对新能源汽车实
行限行，已实行的应当取消。故新能源
汽车此次不受限制。

正规合法出租车、网
约车将不受限制

民警介绍说，我市的出租车分为巡
游出租车和网络预约出租车2类。其
中，巡游出租车是指日常普通出租车。

而正规的网络预约出租车是指按

照我市网约出租车相关管理办法，经合
法性审查通过的网约出租车，并在其行
驶证上注明为“预约出租客运车辆”，他
们承担社会运营服务功能，故不受错峰
通行限制。

货车要同时遵守两项
通行规定

民警提醒，我市货运车辆在首先执
行错峰通行规定的基础上，再按照所持
有的货车通行证的规定通行。新能源纯
电动轻型货车不受错峰通行规定限制。

违反错峰通行规定
的，将罚200元、记3分

民警表示，违反错峰通行规定的，将
通过电子抓拍和现场执法的方式，按照违
反交通禁令标志的处罚规定，罚200元、
记3分。同时，公安机关将会加大对假
套牌、遮挡号牌等严重违法行为的查处。

此外，民警提醒，受限号牌车辆驾
驶员发现自己即将在受限时间进入受
限区域后，应尽快从最近的支路择道通
行，或选择周边停车场停车后换乘其他
交通工具出行，切不能就地停车影响正
常通行秩序。

实施错峰通行后的每个工作日，公
安机关将在进入错峰通行区域之前的
交通转换节点、进入中心城区的各大射
线高速，通过诱导屏、提示标志等进行
及时提醒，中心城区各个LED交通诱
导屏也会同步发布信息。同时，通过全
媒体（广播、电视、互联网）进行诱导提
示，并在高德、百度等地图导航上进行
信息标注，请广大市民注意。

桥隧错峰通行新规 这十点你一定要知道

中心城区3月1日起高峰时段桥隧错峰通行
提醒：违反罚200元扣3分，新能源汽车不受限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2月 1
日，重庆工业设计产业园在巴南区正式
开园，未来重庆将打造工业设计集聚
区，集聚全球产学研资源，开展工业设
计成果转化，为重庆工业制造赋能。

据介绍，重庆工业设计产业园是由
巴南区政府引导宗申产业集团、忽米网
等企业联合打造的工业设计园区。

产业园内主营项目忽米工业设计
平台定位于全球化资源协同设计平
台，致力实现全球工业设计资源聚集、
共享、创新和赋能，提升设计项目协作
效率和降低企业设计工具应用成本，
实现工业设计人才的培养、孵化和留
存。

忽米网副总裁、重庆忽米工业设计
有限公司总经理沈韬介绍，该平台包含
三个核心子平台：工业设计服务平台、

工业设计云服务平台以及工业设计教
育平台，核心业务涵盖设计资源共享、
设计服务交易、知识产权、赛事服务、大
数据服务、在线项目协作、云设计
SAAS软件、在线培训课程、线下实训
以及学术交流等。

据悉，工业设计是产业链中极具增
值性的一个环节，可以帮助工业产品

“涨颜值”“提气质”。市经信委表示，重
庆是国家重要现代制造业基地，工业设
计产业初具规模，市场潜力巨大，目前
已有6家企业被认定为国家级工业设
计中心。“但我市工业设计存在市场主
体偏少、设计创新缺乏，投入与产业比
相对较低等问题。”这位人士表示，我市
将引导企业的产品制造与工业设计充
分融合，并通过政、企、研三方合力，推
动全市工业设计产业发展。

集聚产学研资源 为“重庆造”赋能

重庆工业设计产业园正式开园

本报讯 （记者 黄光红 实习
生 刘颖）2月1日，市商务委发布消息
称，2020年，全市批发业、零售业销售
额同比增长8.3%、5.8%，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达 11787.2 亿元，同比增长
1.3%。社零总额在国内城市中仅次于
上海、北京，增速高于全国5.2个百分
点，列全国第4位。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介绍，2020
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给消费领域造成
的冲击，重庆坚持一手抓防控，一手抓
发展，有针对性地制定出台零售、餐饮
等10类行业经营服务防控指南，科学
有序推进复商复市。

为推动社零总额增长，重庆充分发
挥“政策杠杆”作用，因时、因地制宜，出
台《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
通知》《关于进一步提振消费稳定经济
增长的通知》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以提
振重点、热点消费，促进消费回暖。如，

市商务委统筹市级商务发展专项资金，
鼓励汽车更新换代消费，推动2020年
全年重庆汽车销售开票金额较上年同
比增长13%，限额以上汽车类企业零
售额达1020.09亿元，同比增长6.8%。

政策之外，重庆还先后组织开展了
“春暖花开·美好生活”“十个一”活动、
“爱尚重庆·约惠夏天”惠民消费季、“爱
尚重庆”金秋消费节等主题活动，组织
1.2万余场次各类促销活动，发放消费
券近5亿元，持续推进市场回暖和消费
回补。

“得益于一系列举措，从2020年4
月起，重庆连续9个月社零总额实现
正增长。”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10-12月，全市社零总额更是连续3个
月实现两位数的增幅。剔除疫情影响，
2020年后3个季度和下半年社零总额
分别增长8.1%、9.6%，为全市经济稳定
增长提供了有力支撑。

2020年重庆社零总额
增速位居全国前列

错峰通行时段

从今年3月1日起至2022年2月28日

此次错峰通行车辆为

所有渝籍和非渝籍号牌汽车

7∶00-9∶00
工作日早高峰错峰时段

每日共4.5小时将实行错峰通行

17∶00-19∶30
工作日晚高峰错峰时段

错峰通行车辆

错峰通行区域

2月1日，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正式发布

《重庆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关于中心城区高

峰时段桥隧错峰通行的通告》。《通告》规定：

高家花园大桥

石门大桥（双向）

渝澳大桥

曾家岩大桥（双向）

千厮门大桥（双向）

东水门大桥（双向）

长江大桥复线桥

鹅公岩大桥（双向）

高家花园大桥复线桥

嘉华大桥（双向）

嘉陵江大桥

黄花园大桥（双向）

朝天门大桥（双向）

长江大桥

菜园坝大桥（双向）

真武山隧道（双向）

星期一限行

1 6和

星期五限行

5 0和

星期二限行

2 7和

星期三限行

3 8和

星期四限行

4 9和

（记者周松采写 制图/张辉）

本报讯 （记者 张亦筑 实习
生 程茵芷）仙桃数据谷再添智能驾驶

“生力军”！1月29日，重庆日报记者
从仙桃国际大数据谷了解到，由深圳市
三匹马出行科技有限公司（下称“三匹
马”）投资设立的重庆市三匹马人工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在仙桃数据谷正式落
地，未来将开展网约车平台运营、无人
驾驶与车路协同研发等业务，助推重庆
打造智能汽车产业生态。

三匹马成立于2019年，主要从事
智能出行与无人驾驶科技研发两大主
营业务，企业核心团队来自英国牛津大
学、剑桥大学等知名高校。目前，三匹
马拥有为网约车司机提供综合解决方
案的一站式网约车租售服务平台，已取
得网约车全国牌照，先后与众多网约车
平台达成战略合作，并已获得Pre-A
轮投资。

三匹马创始人兼董事长李庄祥介
绍，目前，三匹马线上商城重庆店已经
正式上线。接下来，三匹马将在仙桃数
据谷投放L4级自动驾驶车进行运营体
验服务，并且计划在仙桃数据谷组建三
匹马人工智能研究院，聚焦智慧出行整

体解决方案，开展智能汽车、自动驾驶、
车路协同等技术研发，积极推动无人驾
驶汽车商业化落地。

“仙桃数据谷致力于建设和完善智
能汽车产业发展，三匹马的落地将进一
步丰富仙桃数据谷自动驾驶产业发展
生态。”重庆仙桃数据谷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说，此次三匹马项目从
对接到签约，历时不到一个月，实现了
快速落地。下一步，仙桃数据谷还将继
续加强与金融机构的深度合作，建立招
投联动协作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以资本为纽带驱动产业项目高质量集
聚发展。

据悉，仙桃数据谷的建成区域目前
已实现5G网络全覆盖，先后引进了重
庆协同创新智能汽车研究院、黑芝麻
智能重庆自动驾驶大数据中心等研发
公司，联合中国汽研、长安汽车等搭建
了全国首个5G自动驾驶公共服务平
台，投用了新科电子自动驾驶巴士接
驳车，积极推动无人驾驶商业化应用。
未来，仙桃数据谷还将规划建设无人驾
驶汽车公园，进一步加快智能汽车产业
发展。

“三匹马”来渝组建人工智能研究院
推动无人驾驶汽车商业化落地

1月30日，綦江区，开拓卫星试验工程师在对卫星电源产品进行热真空实验。
该项目预计3月初正式投产，产品主要用于遥感卫星系统，最终实现卫星数据的消
费级商业化运用，年产值可达15亿元。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綦江造卫星部件即将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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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张莎）刚刚闭幕
的全市两会提出：“十四五”时期我市要
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提高社会建设水
平。1月27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

“十四五”时期，全市民政系统将构建三
大体系、推进6大重点任务，推动全市
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

这三大体系是：基本民生保障体
系，建立健全以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
会救助、急难社会救助为主体，社会力
量参与为补充，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相
衔接的分层分类救助制度体系，以及家
庭尽责、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儿童福
利服务保障体系。基层社会治理体系，
按照“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
的社会治理发展方向，构建党委领导、
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

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基层社会治
理体系。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按照基本
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要求，构建优质、
高效、便捷的民政公共服务格局。

六大重点任务分别为：改革完善社
会救助制度，逐步实现城乡低保保障标
准统一，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不低于
低保标准的1.3倍，长期滞留流浪乞讨
人员落户安置率达100%，80%以上区
县开展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

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推进城乡社

区居家养老服务设施全覆盖，医养服务
能力达90%，新增专业护理人才3万
人，建设区县级失能特困人员集中照护
中心 60所，建成乡镇养老服务中心
800个、村级互助养老点8000个。

加强未成年人关爱服务，健全市、
区县、乡镇、村居四级未成年人保护网
络，全面完成市、县两级未成年人救助
保护机构转型升级，打造一批区域性儿
童福利机构。

推进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城乡社区

综合服务设施达标率达90%，平均每
个城市、农村社区社会组织分别不少于
13个、7个，慈善组织总数翻一番。

持续优化殡葬服务管理，火化区火
化率达95%，节地生态安葬率稳步提
高，公益性安葬服务设施县域覆盖率达
100%。

推进智慧民政建设工程，实施全市
民政信息系统整合和集约化建设，建成
民政大数据资源池和民政社会服务综
合信息平台。

全市民政系统“十四五”时期工作

构建三大体系 推进6大重点任务

我市15座桥梁和1条隧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