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周松 实习生
肖秋灵）9月8日，记者从市公安交巡警
总队获悉，自今年3月1日我市中心城
区桥梁隧道实施错峰通行以来，总体效
果十分明显，高峰流量、在网车数量实
现“两下降”，错峰桥隧高峰时段平均车
速、中心城区其它城市道路高峰时段平
均车速实现“两提升”。

据统计，错峰桥隧高峰流量为6.2
万辆，同比下降7%；中心城区其它城
市道路高峰小时在网车数量为23.7万
辆，同比下降1.8%。

错峰桥隧高峰时段平均车速为
37.6公里/小时，同比提升28.3%。其
中，菜园坝大桥、朝天门大桥、长江大桥
高峰车速提升最为显著，环比提升超过
10公里/小时；中心城区其它城市道路
高峰时段平均车速为26.1公里/小时，
同比提升5.7%，其中，江北、渝中、南岸
交通运行提升明显，高峰车速增幅达到
7.5%至20%。

市公安交巡警总队秩序管理支队
秩序指导大队大队长王维介绍，在出行

高峰的疏解上，由于部分车辆停驶和错
峰行驶，工作日高峰时段车辆使用强度
降低，高峰时段外的9时-11时和19
时30分-21时的时段，车辆使用量占
比分别增加了2.2和1.8个百分点，“削

峰”成效明显。
同时，在出行效率的提升上，中

心城区高峰时段小汽车平均一次出
行时耗较错峰前缩短了7.5%，特别是
城市快速道路以内平均耗时缩短

10.2%。此外，中心城区地面公交平
均一次出行时耗减少了4分钟。地面
公交日均运行速度，由以前的17.3公
里/小时提升至18.2公里/小时，提升
了5.2%。

重庆中心城区桥梁隧道错峰通行实施半年效果明显

小汽车平均出行时耗缩短7.5%

本报讯 （记者 周松）换领、补领
驾驶证，不必再到相关指定医院体检
了。9月8日，记者从市公安局交巡警总
队获悉，近期，我市陆续投用了379台自
助体检机，驾驶员可在这些自助体检机
上进行体检。

8日，记者在位于三峡广场附近的
警保联动重庆市沙坪坝区车驾管社会服
务站看到，一台自助体检机已在这里投
入使用。

上午10点左右，市民马先生来到服
务站，在自助体检机大屏幕的指引下，脱
下鞋子，进入体检舱，然后刷身份证验证
身份后，输入了自己的电话号码等信息，
并选择了体检类型、车型等。

随后，体检机开始发出相关语音
指引，引导马先生根据屏幕指示作出
相关动作，例如抬起双臂、检测视力、

辨别图案、检测听力等，检测完毕后，
机器则自动拍摄了马先生的人像照
片。

走出体检舱后，马先生等待了约2
分钟，体检机外的显示屏上就显示出体
检结果。马先生通过手机“交管12123”
App上的“驾驶证补换领”业务，完成了
整个驾驶证补换领的办理流程，整个流
程不到10分钟。

现场工作人员告诉马先生，他的体
检结果已通过自助体检机上传到公安机
关的相关信息库。“我原本以为还要去趟
车管所，没想到这么快！”马先生对自助
体检机的方便快捷很是称赞。

据介绍，目前这样的自助体检机在
全市范围内已投用379台，初学驾照、驾
驶证期满换证、增驾、驾驶证降级均可在
自助体检机上进行体检。

重庆投用379台自助体检机
初学驾照、驾驶证期满换证、增驾、驾驶证

降级均可在自助体检机上进行体检

驾驶员在自助体检机上打印体检报告。 （重庆晨报供图）

9月6日早上8点，839路公交缓缓
驶进五公里公交站，这是一辆途经鹅公
岩大桥的公交车。在公交站等候的市民
郭先生表示，他上班的地点在九龙坡万
象城，按规定当天自己不能驾车上桥，所
以他提前10分钟出门坐公交。“我挺支
持错峰出行，乘公交更加低碳环保。”

在公交车上，乘客邱女士说，她家住
上海城附近，在袁家岗上班，每天上下班
乘坐公交车，20多分钟即可到达。“没有
实施错峰通行以前，早晚高峰鹅公岩大
桥堵着真的挺烦的，如今一路畅通，上下
班通行体验感非常棒。”

下午晚高峰时段，在一辆通过黄花
园大桥的出租车上，司机胡师傅说着错
峰通行后的变化：“当然快多了哟！以前
这个时候，在进入大桥前就要堵个十多
分钟，再缓行十五分钟左右才能过桥。
现在，前后用时仅需几分钟。”

（据重庆发布）

高峰时段过桥快多了
市民体验>>>

相比国内大部分城市，重庆山高
坡陡、沟深路窄的地形特征明显，而且
具有显著的城市组团分布、道路桥隧
连接特点。

“特别是12条射线高速直插城市
腹地，又不具备多条绕城路、环城路可
供绕行、分流和稀释的交通纵深。”重
庆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秩序支队秩序
指导大队民警介绍，重庆桥隧自然成
为片区，组团之间交通连接的关键通
道就是桥梁，每天约有56%的车辆出
行均需通过，在这些桥隧中就极易形
成堵点瓶颈。

为了能够解决好重庆独特地形带
来的交通难题，2020年4月开始，重
庆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秩序支队秩序
指导大队就主动会同重庆市规划自然
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委、市交通局、

市城管局等4个市级部门，邀请清华
大学、北京大学等6家科研院所，对市
内各个桥隧的交通情况进行了大量仿
真推演和定量评估。

通过15次中心城区错峰通行方
案设计的研究会商、3次交通拥堵现
状及改善措施的意见征求、2次相关
影响评价分析的专家评审，结合中心
城区两江分割、四山环绕、桥隧相连、
组团分布、路网瓶颈多的特征，重庆市
公安局交巡警总队秩序支队秩序指导
大队形成了3套备选方案。

最终，从3套备选方案中又选择
并最终敲定了最为接近实施效果与实
施难度的最佳平衡点的一套方案。

为何会选择这15桥一隧呢？重庆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秩序支队副支队
长魏玮介绍，“这是我们根据重庆的路

网建设情况，有针对性地研究出的选
择。错峰通行的桥梁，工作日早晚高
峰均处于拥堵常态，拥堵指数高于中
心城区其他城市道路92%以上。因
此，15座桥1个隧道纳入了错峰通行
范围。”

秩序指导大队一共有6位民警，
35岁的秩序指导大队民警郭明卫，单
是在去年4月至9月期间，他对嘉华、
渝澳、高家花园等大桥逐一进行实地
摸排，分析研究，就不下百次。5月至
8月，他还多次会同专家制定方案，开
始仿真模拟，并实地走访群众、驾驶
员、运输车企，逐个征求方案意见，争
取实施方案能最大化满足绝大多数市
民的心理预期，以确保桥隧错峰通行
实施有实效。

重报集团全媒体记者 石亨

研判近一年，最终选择15桥一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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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姚均芳

2003年 6月24日，
一个被载入史册的日
子。就在这一天，世界卫
生组织宣布解除对北京
的旅行警告，标志着我
国抗击非典取得阶段性
重大胜利。

18 年前的那个春
天，面对突如其来的非
典疫情冲击，党中央从
容应对、指挥若定，把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
安全放在第一位，在艰
难复杂局面中一手抓防
治工作，一手抓经济建
设。

万众一心、众志成
城，团结互助、和衷共
济，迎难而上、敢于胜利
……伟大的抗击非典精
神鼓舞全国人民筑起阻
击疫情的钢铁长城，书
写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
上的英雄篇章。

与疫情赛跑 为生命接力

团结一心筑“长城”

2003年伊始，非典
疫情不期而至，蔓延速
度和危害程度大大超出
人们想象。

当年2月中下旬，疫
情在广东局部地区流
行；3月上旬，在华北地
区传播和蔓延；4月中下
旬，波及全国26个省、自
治区、直辖市……

确诊数字不断攀升，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
胁，旅游、餐饮等行业遭遇极度“严
寒”，担忧恐慌情绪在部分群众中蔓
延。

“一定要切实把广大人民群众
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
位。”2003年4月17日召开的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坚定发
声。

将非典列入法定传染病进行管
理；建立、完善公开透明的疫情报告
制度和信息发布制度；成立全国防
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对农民和城
镇困难群众中的患者实行免费医疗
救治；实施群防群控，做到早发现、
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党中央
采取的一系列及时有效的举措，为
科学有序阻击非典、消除恐慌情绪
发挥了重要作用。

危难时刻，中华儿女万众一心、
义无反顾投身于抗击非典的战斗
中。

“我是党员，让我去！”各地共产
党员主动请缨，冲锋在前。无数积
极分子火线递交入党申请书，在抗
疫一线庄严宣誓。

邓练贤、叶欣、陈洪光、梁世奎、
李晓红……医务人员以生命之躯迎
击病魔，不惜献出生命。

与疫情赛跑，为生命接力，全国科
技人员夜以继日、合力攻关，不到10
天时间启动80多项科研攻关项目。

全民共同参与群防群控，在抗
击非典的战斗中成效卓著，受到了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在内的社会
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

非典期间，生命之爱、同胞之
爱、祖国之爱在世间涌动。

处处真情涌动，全国团结一心。
在这场同严重疫情的殊死较

量中，中华民族凝聚起无坚不摧的
巨大力量，筑起抗击非典的钢铁长
城。

和衷共济 八方支援

迎难而上创奇迹

这是一个令人感动
的春天。

“北京，我们支持
你！”非典期间，河北向
北京运送救援物资的车
上贴着这样的条幅。上
海、天津、辽宁、山东、河
南、海南……一条条生
产线开足马力，不舍昼
夜生产援助物资。

一位在医院坚守的
医生收到女儿的来信，
让她放心。女儿放假在
家，老师和邻居经常前
来看望，还送来水果和
饭菜；有的同学专程赶
来，陪她女儿打球聊天。

在广州，社会各界
纷纷伸出援手，捐献钱
物，慰问医护人员，关心
他们的家庭生活，帮助康
复患者调整心态，对非典
患者家属进行心理辅导，
为刚刚解除隔离的家庭
子女补习功课，有力地支
援了非典防治工作。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实施封闭隔离当天，隔
离带外的人行道旁，挂
满了中国结、黄丝带、千
纸鹤和卡片，寄托着人
们对早日战胜疫情的希
冀和祝愿。

2003年4月24日，
4000 名施工人员、500

台施工机械开赴北京小汤山，仅7天
7 夜，便奇迹般建造起一座拥有
1000张床位、当时全国最大的专科
传染病医院，为世人所惊叹。

从4月15日到4月19日，短短
几天时间，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
究所就研制成功1小时检测试剂盒。

远在挪威的一名中国留学生
为祖国的抗疫故事所感动，在一封
来信中写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征程上，不但有鲜花和掌
声，更会有荆棘和风雨。祝祖国百
折不挠、愈挫愈勇。

弘扬精神 赓续魂灵

凝聚力量赢胜利

人无精神则不立，国无精神则
不强。

非典期间彰显的“万众一心、众志
成城，团结互助、和衷共济，迎难而上、
敢于胜利”伟大精神，不仅鼓舞中国
人民携手共克时艰，取得抗击非典的
胜利，并在此后继续迸发出磅礴的精
神伟力。

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参照当年“北京小汤
山”模式，武汉火速建成火神山、雷神
山医院，“中国奇迹”再次震惊世界。

舍生忘死，义不容辞。危急时
刻，伟大精神之光再次闪耀大江南
北。新冠肺炎疫情之下，无数医务
工作者挺身而出。不少参与过小汤
山医院救治工作的医护人员主动请
缨，毅然奔赴武汉，誓言“若有战，召
必回，战必胜”。神州大地，一个个
英雄故事催人泪下。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
跨越时空的抗击非典伟大精

神，为中华民族战胜各种艰难险阻
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积聚起生生
不息的奋进力量。大力弘扬这一伟
大精神，将引领我们不断披荆斩棘、
攻坚克难，赢得一个个新的胜利。

（据新华社北京9月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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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海林：扎实勤恳真本色 与时俱进“带头人”劳动筑梦劳动筑梦··榜样同榜样同行行163163

2021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重
庆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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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杨
海林，是全国计算机辅助技术应用工程师、
加工中心操作高级工、重庆市奉节职业教
育中心机械专业课教师、奉节县双师型教
师。

岗位练兵强技能

自参加工作以来，杨海林始终发扬
刻苦钻研的共产党员精神，为了尽快提
高自己的专业技能水平，始持以校为家，
在学校度过了2160个日日夜夜，平均每
天在实训车间训练占据了他大部分的时
间，即使酷热难耐的暑假也没停止训练。

在专业技术问题上他非常较真，在
产品精度上总是严格要求自己，达不到
自己理想的尺寸精度，坚决重新加工，哪
怕是身体疲惫不堪，哪怕是临近下班，他
都是一如既往地按要求重新加工。在检
测加工工件时，工件所有尺寸、粗糙度等
都完全符合图纸要求，如果他发现工件
表面有非常微小的夹痕，坚决废弃，必须
重新加工。他说“能够把工件做到既满
足图纸要求又漂亮美观的，决不留遗

憾”，他这种执着的敬业精神始终感染者
身边的同事和学生。

近年来，杨海林累计使用训练耗材
高达4000公斤，加工工件达2000余件，
被同事们亲切地称为“技能达人”。为了
攻破技术难题，他先后12次到重庆知名
学校和企业学习进修，提升专业技术水
平，让他有信心有能力参加各类专业技
能大赛。

以赛促学提素质

2019年，杨海林代表奉节县参加
重庆市总工会举办的智能制造行业职
工技能大赛“数控车工”项目，与重庆市
智能制造行业的精英们同台竞技，最终
在他的努力下荣获个人三等奖，从而实
现了奉节县机械行业数车项目省部级
等级奖零的突破。

2019年，他代表学校参加重庆市
教委举办的中等职业学校技能大赛教
师教学能力比赛《平面的投影》教学设
计获得二等奖；2020年1月他代表学校
参加重庆市教委、重庆市人社局等12

部门举办的重庆市第十二届中等职业
学校职业技能大赛“机械零部件测绘”
项目，在全市138支参赛队伍中，他以
第四名的成绩获得一等奖。2021年参
加奉节县“夔州工匠”劳动技能大赛《钳
工》赛项，目前已经入决赛阶段，准备向

“夔州工匠”发起最后的冲击。近年来，
他累计参加省市级及以上比赛30余

次，获得省部级等级奖23项。
在2018年全市数控车工的技能大

赛中，他发现，同行们使用的CAXA数
控车软件不仅学起来容易上手，而且编
程也很人性化，完全没有必要用其他国
外软件；2019年参加重庆市第十二届
中等职业学校职业技能大赛，他发现用
中望CAD比用AutoCAD好用得多，

中望CAD在图幅、技术要求、尺寸标注
上都是按照中国人的使用习惯设置
的。“这是中国人自己研发的软件，我们
应该支持国产，我们的老师和学生以后
都用国产软件，摒弃传统使用的国外软
件！”杨海林非常坚定地说。

教书育人出成果

在杨海林的电脑当中，分年度、分类
别存放着每次大赛的经验总结、数车加工
难题解析、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历年高考试
题等等大量的珍贵资料，为后续培育优秀
学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17年他指导学生参加全国CaT-
Ics网络赛“2D CAD”项目，获得团队一
等奖，同时，大赛组委会授予参赛选手“全
国计算机辅助技术应用工程师”证书；
2018年指导学校教师参加“巴渝工匠”杯
第五届三峡工程重庆库区职业技能大赛

“数控车工项目”获得一等奖；2019年指导
2名学生参加重庆市教委、重庆市人社局
等12部门举办的重庆市第十二届中等职
业学校职业技能大赛“机械零部件测绘”项

目，获得二等奖。
近年来他累计指导学生参加153场

竞赛，获得各类奖项112项。在训练期间，
他一直坚持和学生同吃同住，共度难熬的
集训，收获丰硕的比赛成果。同时，2017
级学生吴珍龙荣获首届国家奖学金，张贵
全、黄进桂等5名毕业生以大学生的身份
参军入伍；2015级学生金利发、余强军等
15名学生现从事海洋运输业，年收入达10
万余元，助力了家庭经济稳定。

杨海林始终发扬共产党员的奉献担
当精神，课余时间义务开设CAD二维及
三维技能兴趣小组，通过课余时间从软件
的安装、点线面的绘制到三维模型的创建，
到最后三维模型的装配以及动画制作，逐
一讲解，提升了学生专业技能；积极创建工
作室，把渝东北片区优秀的专业技能人才
组织起来，探讨人才培养模式与专业发展，
提炼专业成果；到奉节县工业园区相关企
业进行技术指导，解决数控铣床编程技术
难题，加强了校企合作的紧密联系。

潘锋 邓维兵 张雍
图片由重庆市奉节职业教育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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