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易拥堵缓行的收费站有：
沙坪坝收费站、北碚收费站、G50江北收费站、G65渝北
收费站和草坪收费站。

易拥堵缓行的高速路有：
G42沪蓉高速、G75兰海高速、内环快速、G85渝昆高
速、G65包茂高速、G50沪渝高速、G5001重庆绕城高
速、G93成渝环线高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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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夏元）国庆中
秋长假来临，主城长途汽车站迎来
客流出行潮。10月1日当天，仅龙
头寺汽车站发送旅客就达4万人
次，比平日多出约1万人次。车站
方提醒，长假前两天客流出行时段
主要集中在上午9至11点、下午2
至4点，建议避峰出行。

市交运集团站务中心介绍，近
两天，主城各长途汽车站累计发送
客流15万人次，预计3日起客流会
逐渐减少。目前，龙头寺南、北广场
两个长途汽车站热门线路主要集中
在开州、忠县、万州等区县，车站已
将开门迎客时间提前到早上5点，
并准备了150台机动运力。

从9月30日起，陈家坪汽车站
前往江津、永川等渝西地区的线路

启动临时发车位，实行上车购票、滚
动发车，减少排队购票时间。菜园
坝汽车站也临时启动广场发车位，
永川、荣昌等线路都已从广场上滚
动发车。

国庆节当天，江北机场T3航
站楼迎来投用后的第一个节庆客
流高峰。重庆日报记者从两江公
交公司获悉，从10月 1日起机场
巴士调整发车间隔，改为滚动发
车，坐满即走。

目前，机场快线K02路（T3 航
站楼至重庆北站北广场）调整为双
向滚动发车，另外从T3航站楼到解
放碑的K01路、到沙坪坝杨公桥的
K03路、到空港新城的K04路、到南
坪四公里枢纽站的K05路，均为一
站直达。

长途汽车站多条线路滚动发车
机场巴士坐满即走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见
习记者 吴星翰）10月 1日，黄金
周首日，也是高速公路小型车免收
通行费第一天，9∶30到13∶00，我
市高速公路迎来车流高峰，部分高
速公路收费站车辆排队长达近10
公里。

来自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
公路第一支队二大队消息称，9∶00
起，沪渝高速G50出城方向迎来出
行高峰，车流从G50江北收费站至
华山隧道排起了近8公里长队。因
车流量太大，通往G50收费站方向
行驶缓慢，大量司机驾车从鱼嘴下
道，拟绕开G50经复盛收费站再上
渝宜高速，却因复盛收费站通行能
力有限，遭遇比直接走G50更堵的
情况。当时复盛场镇道路已近瘫
痪。

高速公路第五支队称，1日上
午10∶00，G93渝遂高速沙坪坝收
费站拥堵达9公里，渝邻高速拥堵
路段长达两公里左右。同时，渝黔
高速巴南站出口方向也成了停车
场。

G65包茂高速渝邻段出城主
线站入口车流量大，排队车尾已
经积压到新龙湾互通，渝湘段出
城石龙隧道车流量较大，出城南

环立交到G75巴南主线站方向通
行缓慢。

受国庆假期出行影响，预计重
庆市高速在10月2日10点至11点
为出城拥堵高峰，当天下午至10月
6日将维持平稳状态。

市交巡警总队预测，10月2日
至7日主城区路网呈畅通状态，易
拥堵缓行道路有朝天门长江大桥、
海峡路、童家桥正街、五童路、松牌
路、红石路、华福大道、嘉陵江滨江
路等。国庆前3天，重庆北站或有
拥堵或缓行现象，受影响路段有丁
香路、梧桐路、新溉大道、兴盛大道、
人和大道、民安大道、人兴路、庐山
大道、泰山大道等。交巡警提醒市
民提前安排好出行时间，避免耽误
行程。

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出行提
醒：从10月1日的车流量来看，渝遂
高速G93沙坪坝收费站、沪渝高速
G50 江北站、G65 渝湘高速和 G42
渝宜高速等车流量较大，建议市民
黄金周尽量避开这些路段。通行
G50的市民，可选择走G50S沿江高
速 ；通 行 渝 遂 高 速 的 可 选 择 走
G5013 渝蓉高速；走 G65 渝湘高速
的可选择走G50S沿江高速，经南涪
高速到南川或武隆。

昨日迎来车流高峰
部分高速公路车辆排队长达近10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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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韩毅）10月1日，重
庆日报记者从市旅游局获悉，国庆中秋假
日第一天，我市旅游市场秩序井然，旅游
接待稳中有升，其中都市游是最大亮点。

据统计，10月1日，南岸区接待游客
25.12万人次，同比增长17.6%；江北区
接待游客12.9万人次，同比增长13%；渝

北区接待游客14.54万人次，同比增长
8.43%；巴南区接待游客11.95万人次，
同比增长7.78%。都市旅游成长假首日
的最大亮点，仅磁器口古镇单日接待游
客就达近5.4万人次，渣滓洞、白公馆、红
岩魂陈列馆接待人数达3.3万人次。

当天，我市国内旅游组团1321个，

比去年同期增长 122.4%，组团出游
31329人，比去年同期下降13.2%；接待
国内旅游组团196个，比去年同期增长
12.3%，接待团队游客87439人，比去年
同期增长87.6%。接团游客数量比组团
出游数量多56110人。

在出境游方面，我市出境游旅行社组

织出境游团队541个，游客9384人，同比
增长28.7%。出境游目的地前十位为：泰
国、日本、马来西亚、香港、新加坡、越南、
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澳门、德国，泰国仍
是市民选择的出游热点，出游人数1774
人，占到当日出游人数的18.9%。出境
游呈现出人数同比大幅上升的特点。

本报讯 （记者 曾立）10月1
日，一批黄底黑字的二维码标识，出
现在统景温泉景区。这可不是普通
的二维码，而是重庆旅投集团旗下
千番旅行为我市全域旅游打造的互
联网平台入口——“标识重庆”。
2018年“标识重庆”全面落地后，重
庆将成为全国第一个数字化全域旅
游城市。

重庆旅投集团旗下的旅游目的
地互联网服务平台——千番旅行，
运用互联网技术，创新打造了“标识
重庆”这一全域旅游的互联网平
台。在这个平台上，不仅有我市所
有景区、网红景点，还有体现抗战文
化、巴渝文化、开埠文化、移民文化、
城市文化的特色街区、特色建筑、文
化场馆，以及公交、轻轨车站、道路、
商场、酒店、餐馆、公厕等。

重庆日报记者在统景温泉景区
扫码进入“标识重庆”后，立即出现
了一张地图，上面不仅有记者当前
位置，还有统景温泉景区路线图、景
点分布，以及大量的温泉知识。同
时，周边有哪些好吃的、好玩的，包
括农家乐，都一览无遗。

“有了‘标识重庆’后，景区更加
智能化，可进一步提升游客满意
度。”统景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
曹雷称，从长远来看，也会进一步提
升统景温泉的客流量。

“统景温泉是‘标识重庆’线下
落地的第一个景区。”重庆旅投集团
负责人称，重庆旅投集团旗下所有
景区、酒店、游轮都将在近期贴上

“标识重庆”的二维码，下一步，将在
我市其它景区和主城各区推开，预
计到2018年实现重庆全覆盖。

扫码“标识重庆” 山城吃喝玩乐行一网打尽

重庆全域旅游互联网平台
率先在统景温泉落地

本报讯 （首席记者 汤艳
娟 通讯员 蒋添钰）10月 1日，
坚守在大足区财信中心工地建设一
线的民工朋友收到了一份意外的惊
喜：中建三局三公司西南分公司工
会不仅赠与每位民工朋友一份节日
大礼包，还在工地上开展了欢度国
庆迎中秋系列活动。

目前，中建三局三公司西南

分公司有 14 个在建项目，共有
2000多名农民工在国庆中秋节日
期间加班，公司工会考虑到一线
民工朋友不能回家过节，便将价
值 20 万元的中秋大礼包送到了
工地，还邀请医护人员到项目部
为大家开展免费体检、模拟法庭
普法等活动，给民工朋友送去了
节日关怀。

民工朋友喜获节日大礼包

举国同庆的日子里，一场特别的集体生日会在渝北
区龙溪街道举行。62岁的谢芳英、60岁的陶小琼、38岁
的聂敏、27岁的李勇，这4位不同年代与共和国同生日的
人，在数十位居民陪同下，吹蜡烛、切蛋糕、许心愿。在时
间的长河里，每个人都有一份属于自己的国庆记忆。

生于上世纪50年代
生日吃一个鸡蛋

“时光如梭、岁月如歌，一晃眼，我已匆匆走过了60
个年头。”龙溪街道花卉东路社区居民陶小琼生于1957
年，她打开记忆的匣子：“小时候家庭困难，过生日前大人
会反复给我打招呼：你要乖，才能在生日那天吃鸡蛋。”

陶小琼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日子艰难，很多生活用品都是凭票供应。萝卜、大白菜一
度成为老百姓餐桌上的主菜，家家户户都在腌制咸菜。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陶小琼生日那天的伙食逐渐好起
来，从一个鸡蛋，到一块蛋糕，再到杀鸡剖鱼。“现在生活好
了，收入高了，想吃啥就吃啥，还怕吃多了得糖尿病。”

生于1955年的谢芳英比陶小琼大2岁。她说，因
她的生日在国庆节，小时候每次过生能吃上一顿肉，几
个孩子一伸筷子，转眼肉就没了。

23岁时，谢芳英吃到人生第一块奶油生日蛋糕，那
是新婚不久的丈夫送的。

“现在日子过好了，大家反而不爱吃肉、吃奶油了，
说胆固醇含量高，都闹着要减肥……”她笑着说。

生于上世纪70年代
妈妈的好菜和爸爸的零花钱

38岁的聂敏生于1979年。
她是伴随着东方红音乐呱呱落地的。“全家人都记

住了我的生日。因为，祖国的生日就是我的生日。”
聂敏出生前一年，正值祖国改革开放。买上一身新

衣服、换上一双新鞋子、吃上一顿自助餐……生逢国庆
的她，似乎更有理由满足自己的生日愿望。

聂敏记得，幼时过生日，妈妈都会准备几个好菜，爸
爸会给她5元零花钱。她喜欢叫上小伙伴，跑向附近的
小商店，买水果糖和酒心巧克力解馋。

十几岁的一个生日，妈妈带聂敏去一家影楼，拍摄
了当时流行的沙龙照。20岁时，一家人去成都玩了一
圈，借机庆生。

13年前，聂敏的女儿出生了，过年才能穿新衣服、
才能“打牙祭”与她毫不相干，“我们离幸福越来越近。”

生于上世纪90年代
更看重个人成就感

生于1990年的刘勇坦言，从小到大，父母总能满足
他的生日愿望。在生日当天，外向的他还爱约上三五好
友，唱唱歌、看看电影、吃吃火锅。

27岁的刘勇在龙溪街道李家花园社区居委会工作
已经3年。他说，李家花园社区是一个老旧社区，单体楼
集中，流动人口多，年轻人就是要拼搏，通过自己的努力
赢得居民点赞，每到这时，自己总能收获满满的成就感。

前几天，在刘勇和同事们多方奔走下，辖区的龙溪
景苑小区安装上了路灯，居民为社区居委会送来锦旗，
刘勇说：“这是我27年来收到的最好生日礼物！”

“我骄傲，我与共和国同生日”

三代人的国庆生日记忆
本报首席记者 张莎

10月1日是共和国68岁华
诞，也是国歌法正式施行的首
日。

近日，酉阳土家族苗族自
治县民族小学三年级二班开展
主题班会活动，全班同学身着
民族服装，唱国歌，迎国庆，表
达对祖国母亲的热爱。

通讯员 杨春来 摄

唱国歌
颂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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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在黔江区濯水古镇，演员在为
游客表演土家族舞蹈。 特约摄影 杨敏

长假首日 重庆都市游火爆
磁器口古镇接待游客近5.4万人次，渣滓洞、白公馆、红岩魂

陈列馆接待人数达3.3万人次

▲10月1日，万盛经开区青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市民和外地游客来到这里划船赏景健身。 特约摄影 曹永龙

▲10 月 1 日，重庆自然博物馆，科普志愿者
正在为小朋友们讲解有关恐龙的知识。

记者 万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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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交通大数据预测

四位寿星（前排左二到右一）在志愿者与居民陪伴
下，吹蜡烛、切蛋糕、唱生日歌。 记者 张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