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 实习生 周香伶）记者
7月24日从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获悉，支付宝重庆交通
违法罚缴一体线上平台24日起正式上线。市民使用支付
宝，即可享受查询违章、接受处理、缴纳罚款“一条龙”服
务。目前仅支持在重庆注册登记的小型汽车和摩托车，
以及在重庆注册登记的驾驶员。查询违章缴纳罚款前，
须用支付宝关注车辆。

据介绍，使用支付宝处理交通违法，如果车辆是本
人所有，交通违法也是自己造成的，要使用支付宝处理
在全国范围内发生的非现场（电子摄像）交通违法，还
需要满足两个条件：罚款在200元（含）以下，处理后驾
驶员记分不超过12分。需要指出，持A类、B类驾照不
能通过支付宝处理记分交通违法。

如果用自己的支付宝处理不在自己名下车辆的
违章，除了满足罚款在200元（含）以下、处理后驾驶
员记分不超过12分两个条件外，还需要车主也在场，
线上平台的人脸识别技术，会同时录入交通违法人和
车主的人脸，才能完成违法处理。除了自己名下的车
辆外，一个支付宝账户最多关注2辆别人的机动车；
一辆车除了车主本人关注外，最多还能被3个支付宝
用户关注。

如果市民对交通违法存有异议，则不能通过支付宝
处理，需要前往违法发生地公安机关交管部门执法窗口
处理。

由于网络数据传输延迟，可能导致平台驾驶证累记
分未及时更新，如驾驶员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被记
分，请短时间内不要使用支付宝处理记分的交通违法记
录，以免超分。每天22：00至次日00：30为系统维护时
间，期间将无法通过支付宝进行罚款缴纳。通过支付
宝缴纳交通违法罚款，若扣款成功，系统提示缴纳不成
功或缴纳后再次查询该条违法信息没有消除，切记不要
再重复缴款，否则多缴资金需要缴纳人通过财政渠道才
能退还。

支付宝
可查违章缴罚款
仅支持渝籍小型汽车摩托车和渝籍

驾驶员，处理前要用支付宝账户关注车辆

问：可以处理单位的车辆吗？
答：不可以，目前仅支持处理个人机动车辆。
问：可以为没有关注的车辆/驾驶证进行交通违法

处理吗？
答：不可以，处理前必须关注该车辆/驾驶证。
问：关注好友车辆/驾驶证的条件是什么？
答：绑定车辆/驾驶证必须经过车主本人认证和授

权，一个支付宝账号最多能关注2辆车辆，一辆车（除车
主外）最多被3个支付宝账号关注。

问：我的车辆被别人关注了，可以取消吗？
答：可以随时取消，在“机动车辆信息管理-机动车

详情”中可以查看自己的车辆被哪些人关注了，并进行
解除关注，解除关注后，该好友便无法查询你车辆的相
关信息。

问：我已经关注了好友的车辆/驾驶证，可以取消
关注吗？

答：可以随时取消，在“机动车辆信息管理-机
动车详情”和“驾驶人信息管理-驾驶人详情”中可
以查看已关注的车辆和驾驶证，并选择取消关注，
取消关注后不能再查询该机动车信息，以及处理交
通违法。

问：车挂在我家人的名下，我能在支付宝处理吗？
答：车挂在家人名下，可通过关注好友车辆进行

处理，规则同关注好友车辆，未关注的不能进行处理。
问：已经关注了好友车辆，怎样才能处理该好友车

辆交通违法信息？
答：处理扣分的交通违法需满足您和好友两人同

时在场，将依次进行您和好友的芝麻人脸识别，识别
成功即可处理；处理不扣分的交通违法仅需您一人进
行芝麻人脸识别即可。

支付宝查询缴纳
交通罚款常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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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艺）本报 7月
17日报道《巫溪安阳村的李子“出山”
了》后，永辉超市方面即提出可与巫溪
青脆李实现“农超对接”。在本报记者
牵线搭桥下，近日，永辉超市采购专员
走进了巫溪脆李种植基地，并与巫溪
鑫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初步达成了明

年脆李采购意向。
“在重庆日报的帮助下，我们第一时

间和永辉超市进行了联系，希望让巫溪
脆李进入超市。永辉超市方面也积极
进行回应，让我们将样品送去检验。”巫
溪鑫序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向发
中介绍。

经过质量检验，永辉超市方面认为，
巫溪脆李口感好、品质高，符合该超市的
销售要求。随即，该超市派出采购专员
到巫溪脆李种植基地进行了实地考察。

“巫溪脆李口感上比周边省市产地
的更好，虽然价格略高，但只要质量有保
障，销售就没有问题。不过，目前李子销

售已进入尾期，巫溪当地剩余李子的量
也较少，不能满足我们所需要的至少两
万斤以上的量，因此今年未能实现采
购。”永辉超市采购专员介绍，但超市已
与鑫序农业达成明年的初步合作意向。

按照双方约定，明年，永辉超市将提
前在李子挂果阶段就与巫溪方面进行对
接，与鑫序农业一起就巫溪脆李的品质、
包装、营销等进行整体把控，以让更多市
民在超市买到巫溪脆李，也让巫溪脆李
通过永辉超市卖到全国各地。

巫溪脆李将进入永辉超市销售

本报讯 （记者 王翔）“作为我市
十大‘中国最美森林氧吧’之一，灰千梁
子发展森林旅游，特别是森林康养业很
有前景。”7月24日，市林业局产业处处
长李辉乾在看到本报《黔江灰千梁子
原始森林等你来揭开神秘面纱》报道
后，对灰千梁子森林旅游发展给予了
高度关注。他表示，为实现灰千梁子
森林旅游发展的精准定位，市林业局
将对灰千梁子进行森林康养特色资源
调查与评估，以帮助其摸清“家底”，找
准发展方向。

据介绍，森林康养是以森林资源为
依托，通过对森林进行开发，融入旅
游、休闲、医疗、度假、娱乐、运动、养
生、养老等健康服务新理念，形成多种
业态相融合发展的新模式，可以看作
是目前传统森林旅游的“升级版”，也
是最近两年我市大力扶持和发展的朝
阳产业之一。

“要建一个森林康养基地，就必须先
摸清其资源状况。”李辉乾说，灰千梁子
具有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包括六大原
始森林生态“迷宫”、众多的瀑布群、万亩
珙桐林、万亩野生杜鹃花、万亩野生枫树

林等，非常适合建设森林康养基地，但具
体的资源情况，还需要进行科学的考
证。如果灰千梁子的确具备独特的自然
资源，那么，市林业局可将其纳入试点基
地进行建设，配套相应的政策和资金助
其发展。

同时，考虑到灰千梁子森林旅游正
处于起步阶段，市林业局正在与黔江区
林业局进行沟通协调，力争将灰千梁子
的部分农家乐纳入“森林人家”打造范
围，帮助其改造房屋、院坝等基础设施，
助力其高水平、高标准的发展森林旅游。

另外，李辉乾建议，目前，国家林业
局已正式下发了“森林小镇”建设的相关
文件，五里村作为灰千梁子的核心区域，
具备相关的资源禀赋，因此，可以考虑以
村为标准，打造“森林小镇”，市林业局也
将在政策和资金上给予相应支持。

本报新闻扶贫公益活动第四站报道引起关注

市林业局将对灰千梁子
进行森林康养特色资源调查与评估

本报讯 （记者 王翔）“感谢重庆
日报能这么关注五里乡、关注灰千旅游
的发展。”昨日，本报《黔江灰千梁子 原
始森林等你来揭开神秘面纱》一文见报
后，五里乡乡长张林全表示，未来，五里
乡将按照“乡村旅游强乡”的思路，在自
身职责范围内，进一步加快灰千旅游的
发展。目前，该乡已经决定在五里乡五
里村建设“民俗院落群”，以进一步提升
当地旅游质量和接待能力。

“旅游业将成为五里村未来产业发
展的主要方向。”张林全说，长期以来，由

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五里村虽然是五里
乡政府所在地，但产业基础仍然较为薄
弱。而对五里村来说，灰千梁子占据了
其大部分面积，其原本看似“无用”的良
好生态和自然环境，反而成了未来五里
村发展的核心优势所在。因此，不管是
政府还是村民，都迫切希望加快灰千旅
游的发展。

“目前，五里乡已经决定，在五里村
打造一个‘民俗院落群’。”张林全介
绍，村里不仅有灰千梁子这个核心旅
游资源，还有在当地非常出名、位于五

里村集镇的有300多年历史的程家大
院。五里乡决定将各类旅游资源整合
起来，以丰富灰千旅游内涵，推动灰千
旅游跨越式发展。

目前，五里乡已在集镇上开建一
条民俗文化街。该街全长 750 米，现
已完成道路的平场，正在进行管网、路
面施工。下一步将在这条街两旁，仿
照程家大院的样子，在集镇上打造一
个“民俗院落群”，为灰千旅游发展注
入文化元素的同时，提升灰千旅游的
接待能力。

黔江五里乡将打造“民俗院落群”
提升“灰千游”旅游质量和接待能力

本报讯 （记者 王翔 实习生 常兰心）7
月24日，在沙坪坝区虎峰山，市森林防火指挥部举
行了大规模的森林火灾应急演练，检验了各森林防
火应急队伍的快速反应、扑救技能和协同作战能力。

“沙坪坝区虎峰山的森林大火迅速蔓延，请求
支援！”此次演练以森林消防专业队伍为主，参演人
数超过350人，模拟了沙坪坝区曾家镇虎峰山发生
山火的场景。在演练过程中，各队伍装备的灭火弹
发射器、轮式越野装甲消防车、森林灭火供水车、风
力灭火机、水剂灭火弹、无人机等20多种新型灭火
装备悉数亮相。

记者在现场看到，“火情”发生后，曾家镇政
府立即组织开展扑救，镇应急队出动并迅速疏散
周边群众。为了观察现场火情，前线指挥部启动
了无人机进行火情侦查。

随着火势的迅猛发展，紧急增援的南川区、
綦江区、万盛经开区森林消防专业应急队，以及
市森林消防应急分队陆续赶到火场，协同沙坪坝
区扑火应急队利用水泵接力实施以水灭火。市
森林航空护林站出动的2架K-32直升飞机，开
始利用吊桶实施空中以水灭火。最终，通过各队
伍间的紧密协作，成功扑灭了“山火”。

■我市举行大规模森林火灾应急演练

本报讯 （记者 王翔 实习生 常兰心）24
日，记者从市森林防火指挥部获悉，随着气温的逐
渐升高，我市发布了今年首个森林火险红色预
警。市森防指要求，各地及时启动防火应急预案，
确保不发生大的森林火灾。

连日来，随着夏伏天的到来，22日，我市发布
了今夏首个森林火灾橙色预警，全市大部分地区
森林火险等级达到四级。而随着伏天气候的延
续，24日，全市森林火险等级进一步提高，其中，万
州、大渡口、江北、沙坪坝、九龙坡、南岸、北碚、渝

北、长寿、江津、铜梁、璧山、开州森林火险等级达
到五级（极度危险），其余地区森林火险等级达到
四级（高度危险），据此，市气象台发布了今年我市
首个森林火险红色预警。

市森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按照职责及时启
动防火应急预案，做好防火应急工作；各级消防队
伍要进入紧急防火状态，严阵以待；要加强林区火
险天气监测，及时通报火险天气情况；要加大林区
巡查力度，禁止一切野外用火；要在重点火险区设
卡布点，加强森林防火宣传教育，禁止火种进入。

■我市发布今年首个森林火险红色预警

本报讯 （记者 王伟）前不久，中央电视台 2017 年度大
型城市文化旅游品牌竞演节目《魅力中国城》如火如荼地
开展。合川区代表重庆成为首批竞演城市之一，入围初赛
32 强。23 日晚，合川区助阵宣传活动在重庆举行，为合川助
阵拉票。

目前，合川正在全力“备战”参与《魅力中国城》的节目编
排。合川区有关负责人将登台推介合川的美丽城市、厚重文化、
美景美食，带领观众朋友们一同走进合川这座魅力无穷的城市，
用充满巴渝特色、具有重庆风格的三江秀、文化秀、美食秀，打
造合川鲜活立体的城市文化名片。8月4日，《魅力中国城》初
赛将在北京进行现场录制，预计播出时间为10月6日。

市民点击链接http：//activity.yktour.com.cn/，在投票页面
选择“合川”，即可参与投票。

合川入围《魅力中国城》32强

大图：7月24日，沙坪坝区
曾家镇虎峰山，全市森林火灾
扑救综合演练现场，直升机从
空中灭火。

小图：参演人员用高压水
泵灭火。

本组图片均由见习记者
苏思 摄

为深化精准扶贫工作，切实关爱服
务农村留守妇女，促进其在参与经济社
会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渝北区妇联
通过购买社会服务，联合渝北区橄榄树
社会工作服务中心，以“互助手拉手·一
起奔小康”为主题，以项目化方式开展
关爱留守妇女公益行动。结合农村留
守妇女的切身需求和渝北发展实际，此
次设计策划了“走进新农村”、“学办农
家乐”、“体验现代农业”、“见证城镇
化”、“双学双比展风采”等多项辅导类、
体验类、实践类关爱活动。

7月 21日，“走进新农村”活动在

大盛镇的重庆市巾帼农民合作社示范
社——烂棚棚农业发展股份合作社举
行，来自大盛、洛碛、统景、古路的 50
余名农村留守妇女参加。在活动中，
组织留守妇女参观了中草药（灵芝、石
斛）种植基地、孔雀养殖场，合作社负
责人分享了创业经验，农作物种植专
家进行种植技术现场授课、问答互动
和案例分享，随后还参观了大盛镇农
村环境治理示范点，感受新农村的变
化。活动结束后，主办方为50余名留
守妇女提供了灵芝菌种，并将提供相
关技术支持。 谭莲

渝北区妇联启动“互助手拉手·一起奔小康”关爱留守妇女行动 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地票公开交易公告
渝农地所告字〔2017〕15号

现对以下拟供应地票予以公告，公告时间为2017年7月25日9时—2017年7月31日16时。7月25日9时开始在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领取竞买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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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小于或者等于可交易面积，或者仅有一个购买人申请购买的，以挂牌方式确定地票购得人，未成交的，继续挂牌交易。

详情请登录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网站，在地票专栏中查询，网址：http://www.ccl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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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
2017年7月25日

公告批次

17015（总第74批次）

拟供应地票面积

平方米

1543860

亩

2315.79

交易起始价格

元/平方米

279

万元/亩

18.6

保证金标准

元/平方米

45

万元/亩

3

备注：1.保证金账户名：重庆农村土地交易所，开户银行：重庆银行人和街支行，账号：550101040006819。
2.拟初次交易的指标对应复垦项目或者转让地票清单（请点击http://www.ccle.cn/）。

机构编码：B0049S250000004
许可证流水号：00374133
地 址：重庆市北部新区高新园

青枫南路50号附18、19号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监管局

东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
重庆北部新区支行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重庆监管局批准，予以撤销，并收回《中华人
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关于机构撤销并收回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上（www.cbrc.gov.cn）查询

相 关 新 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