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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曾立 见习
记者 崔曜）刚结束的国庆中秋长
假，是重庆江北国际机场（以下简
称重庆机场）T3A航站楼和第三
跑道正式投用以来面临的首次大
考。重庆日报记者10月9日从重
庆机场集团获悉，10月1日-8日，
重庆机场进出港航班共6404架
次，旅客吞吐量91万人次，整体安
全、有序，各设施设备运行正常。

长假期间，重庆机场客流量呈
现两头旺、中间平稳的特点。国内
航线方面，传统的高原游、云南游、
海岛游是热点线路。前往云南、海
南等地的航线比较密集，每天前往
云南的航班达到33班，飞海南的

航班也有20班，出港平均客座率
达到85%。国际（地区）方面，东
南亚以及新开通的洛杉矶、莫斯科
等国际航线比较热门，客座率均在
80%以上。

据了解，假期结束后，机票价
格回落明显。目前，重庆飞往拉
萨、大理、三亚、昆明、丽江等地机
票，均有低至3折的优惠。国际航
线方面，重庆至伦敦、奥克兰、罗马
航线往返票价分别低至600、600、
900元（不含税）。同时，国航、东
航、海航、天航等航空公司还在重
庆至北京、上海、广州、天津、西安、
海口等航线上使用宽体机运营，提
升旅客出行舒适度。

重庆机场长假运送旅客91万人次

本报讯 （记者 韩毅）10月9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携程、去哪儿等旅游平
台获悉，国庆中秋长假结束，旅游市场明
显“退烧”，部分线路机票、酒店价格跌幅
超过50%。

携程大数据显示，目前很多热门航
线的机票价格仅为高峰时的6、7折，有
的甚至回落至4折及以下。以重庆飞三
亚为例，9月30日的单程直飞机票最低
需要近1400元，而10月14日的单程直

飞机票最低仅需590元。
出境游机票价格也一样。长假期

间，重庆飞往东南亚地区的单程机票一

度飙升至3000多元，现已直线下降，降
幅在50%左右，10月8日-11日重庆至
曼谷的单程机票已跌破千元。

去哪儿网大数据显示，与长假期间
相比，北京、上海等地的酒店价格普遍下
降三成左右，厦门、三亚等地的酒店价格
下降约五成，部分海滨城市酒店价格更
下降70%以上。

业内人士提醒，10月中旬至12月，
旅游进入一年中的淡季，是错峰出游的
好时机。有错峰出游意愿的游客最好选
在该时段成行，再往后“候鸟族”、元旦游
等会抬高市场，价格将再次反弹。

错峰出游正当时
机票酒店价格跌幅超50%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0
月9日，来自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
消息称，今年国庆中秋长假，重庆
高速公路车流总量为945万辆次，
同比增长13.39%。

长假期间，重庆高速公路事故
总数同比下降45.9%，死亡交通事
故同比下降71.4%，是自2012年
国家实施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
车通行费政策以来，高速公路交通
安全管理成效最好的一年。

从查获的违法行为情况来看，
最容易发生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行

为的路段为：白杨沟至东环、北碚
南至礼嘉、一品至南环、绕城互通
至南环、G85九龙坡主线站至中梁
山隧道等路段，违法行车时段主要
集中在10时至17时。

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称，对长
假期间违法占用应急车道的车辆
驾驶员，将通过两种方式提醒告
知：一是邮寄违法行为通知书，二
是在高速公路收费站现场卡口拦
截。凡在高速公路有违法占用应
急车道行为的司机，将面临200
元、记6分的行政处罚。

重庆高速长假车流总量945万辆次

本报讯 （记者 夏元）重庆
的“网红景区”长江索道，仍是长假
期间来渝游客的主要出游目的
地。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客运索
道公司了解到，仅国庆节当天，长江
索道景区日均客流量就达1.4万人
次，与往年单日最大客流量持平。

记者10月2日在索道新华路
站现场看到，上午8点起，这里就

排起300多米的长队。据介绍，国
庆长假期间这样的排队客流一直
持续全天，每位游客估计要排队1
个多小时才能坐上索道。正在排
队的来自北京的游客赵先生说，他
最早是从电影《疯狂的石头》中了
解到长江索道的，这次他与家人专
程来渝，就是要感受一把索道带来
的“空中浪漫”。

“网红景区”长江索道受热捧

盘 点 国 庆 中 秋 长 假

出门旅游住物美价廉的民宿，出行
乘坐滴滴或租一辆时租车，停车用别人
空闲的家庭停车位……今年国庆中秋长
假，不少市民和游客多了一种过节消费
选择——“共享”消费。

随着“共享经济”的蓬勃发展，越来
越多的“共享”模式正走进人们的生活，
并有效助推了消费升级。

长假“共享”消费受青睐

在重庆工作的小周想用放假时间，
陪伴从老家河南前来的父母在重庆好好
玩玩。

“父母年纪大了，带他们坐公交车不
方便。打车也不方便，特别是人流量大的
地方常常打不着车。”于是，刚拿到驾照的
小周想到了限时租赁，“主要带父母在商
圈和周围转转，共享汽车租车还车都方
便，一天下来费用也不贵，方便又实惠。”

小周用“共享”解决了出行问题，而
不少市民则用“共享”解决了住宿难题。

国庆前，吕女士计划和朋友去三亚
过节，然而，昂贵的酒店费用让两人犯
难：一方面，国庆期间酒店费用水涨船
高，平时几百元的酒店要一两千元；另一
方面，出去旅游数十天，两人在江北嘴租
的房间也空置了，浪费了租金。

在朋友的建议下，吕女士找到了如
今流行的民宿平台。“重庆和三亚都是热
门旅游地，游客很多，房间需求量大。我

们的房子能看江景，对外地人来说吸引
力很大，信息发布出去没多久就有人前
来咨询。”吕女士说，最终他们在平台上
找到物美价廉的三亚民宿，而重庆的房
子也以不错的价格找到了租客，大大节
省了开支。

除了省钱，“共享”还让不少人挣了
钱。

韩先生家住渝中区商圈附近，国庆
一家都要出游。国庆前，他在手机上下
载了一款名叫“车位飞”的APP软件，将
自己的私家车位在假期间出租。

“现在不少商圈车位都很紧，把车位
出租，不仅缓解别人的停车难题，我还能
挣点小钱。”韩先生说。

重庆“共享经济”发展迅速

共享单车、共享充电宝、共享雨
伞……随着“共享经济”热度不断攀升，
以“共享”之名蓬勃发展的行业不断增
加，瞄准“共享”的重庆企业也越来越多。

长假期间，好几个商家都选择在洋
河花园小区举办节庆促销活动，而它们
都是通过一款名为“淘会场”的APP找到
该小区的活动场地。

记者登录“淘会场”APP看到，平台
上聚集了大量闲置场地信息，包括城市
商圈、社区、商超、写字楼、高校等。同
时，一些有场地需求的用户也在平台上
发布了具体需求信息。

“平台通过互联网技术，将空闲场地
资源和用户需求整合，并进行相关供需
信息的匹配。一方面，让场地使用者更
高效便捷地找到场地，降低其成本；另一
方面，也让闲置的场地资源得以变现，带
来更多经济效益。”重庆“淘会场”创始人
李浩表示。

同样发力“共享“的，还有重庆云停
智连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开发了“车
位飞”APP，以解决城市车位空置与停车
难痛点。

“城市停车难，很多时候是因为信
息不对称和资源整合不到位。如果能
利用互联网平台，让车位拥有者把空置
车位分享出来，让找车位的临停车主错
时停车，既节约了社会资源，还能增加
个人收益，一举多得。”“车位飞”创始人
介绍。

在“车位飞”APP上，车位主可以通
过APP控制车锁的升降，并将车位空闲
时段设置为“出租”状态。临停车主则通
过APP预订所需租赁车位，并在地图导
航下准确找到车位和停车，结束后则可
通过手机APP、微信、支付宝等结算费
用。

“共享”盘活闲置资源

《2016年度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
告》显示，2016年中国共享经济市场规
模达39450亿元，增长率为76.4%，共享
经济的服务提供者人数约为6000万人。

其中，2016年度中国“共享经济”图
谱涉及交通共享、餐饮共享、住宿共享、
物流共享、知识技能共享、金融共享、生
活服务共享7大领域，相关的手机应用
超过100个。

在业内人士看来，“共享经济”不仅
满足了人们的个性化需求，更盘活了社
会闲置资源。

“共享资源，既包括私人资源，如滴
滴、限时租赁、共享单车、共享篮球、共享
雨伞、共享衣橱等；同时，也包括城市公共
资源以及准公共资源，如闲置场地、停车
位等。如果能把这些资源有序地整合并
利用起来，经济和社会效益非常可观。”重
庆市互联网协会副秘书长李滨虹认为，作
为一个新经济模式，共享经济的核心是盘
活存量经济、对闲置资源的再利用，同时
要让人们的需求更有效率地得到满足。

出门旅游住民宿，出行租辆时租车，
停车用别人空闲的车位……

今年长假
“共享”消费热

本报记者 杨艺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珺）
记者10月9日从铁路部门获悉，
国庆中秋黄金周，我市铁路累计发
送旅客 166.6 万人次，日均发送
15.2万人次；高峰日为10月1日，
发送旅客18.6万人，较去年高峰
日增加0.6万人，增幅3.5%。成渝
高铁、渝万城际、渝利动车成为市
民短途出游的首选；国庆前刚开通
的兰渝铁路直通普速列车也受到
青睐，上座率在90%左右，而硬卧
和软卧车票最受追捧。

今年黄金周，出行高峰比返程高
峰更加集中。其中9月30日-10月
2日为出行高峰，铁路日发送量均
超过了17万人次。由于今年假期
更长，部分旅客选择了延迟出行，
所以假期第二、三天的客流较去年
同期增幅较大。选择铁路出行的
旅客，平均出行行程为526公里，
其中200公里以下50.6万人、占
30.4%，201-500公里71.2万人、
占42.7%，501-1000公里17.9万

人、占 10.7%，1001- 2000 公里
22.5万人、占13.5%，2000公里以
上5.8万人、占3.5%。

日益便利的高铁，让广大旅客
在出行时间和空间上有了更多选
择，无论是国内跨省游和近郊游，
高铁动车都是除了自驾以外的出
游首选，渝利、成渝、渝万等高铁动
车组上座率在90%以上。热门长
途动车主要集中在重庆至北京、上
海、南京、杭州，短途动车主要在成
渝经济圈。普速列车方面，重庆至
长沙、草海、贵阳、广元、六盘水等
线路是旅客出行的热门方向。

另外，从10月12日起，去往
新疆和西藏的直通旅客列车陆续
改道兰渝铁路。从14日起，重庆
至拉萨铁路旅行时间缩短7个多
小时，全程36小时左右。从12日
起，重庆至乌鲁木齐缩短11个小
时以上，全程37小时40分左右；
重庆至阿克苏缩短7个多小时，全
程43小时左右。

高铁成市民长假主要出行方式
兰渝直通列车卧铺最受追捧

“金九银十”一直是传统的求职跳槽旺季，互
联网、IT等热门行业，更是经历了一场“迎来送
往”高潮，不少求职者会选择在这段时间内跳
槽。那么，今年重庆市的跳槽情况如何呢？近
日，汇博网针对我市6000余名求职者开展了为
期两周的调查。

近七成受访白领欲跳槽

“别提员工跳槽的事儿了，我现在头都大
了。”张女士是我市一家规模不小的企业的人力
资源主管，她告诉记者：“今年公司招了两个大学
毕业生，但是他们隔三差五请假，特别是9月请假
更频繁。后来请假次数多了，才发现两人基本都
是在有招聘会的日子请假。”

进入“金九银十”的求职招聘季，像这样的例
子还有很多。调查结果显示，39.6%的受访白领
表示“跳槽决心已定，正在等待机会”；27.24%的
受访白领表示“正在观望中，有合适的就跳”；也
有5.33%的受访白领表示“已完成跳槽”。而目前
没有跳槽打算的受访白领中，仅有9.38%表示“很
满意目前的工作，没有跳槽的打算”；还有18.45%

的表示“不满意目前的工作，但暂时不考虑跳槽”。
那么，白领在跳槽时，都会看重新公司的哪

些方面呢？调查结果显示，他们最看重的是薪酬
与福利待遇，达到22.44%；其次是个人发展空间，
为 19.71%；排在第三的则是工作稳定性，为
14.52%。而离家距离及上下班交通情况也是重
要考虑因素。此外，越来越多的白领开始看重工
作归属感、工作环境等因素。

广告传媒、房地产、制造业从业
人员跳槽活跃

调查显示，从不同行业来看，广告传媒从业

人员的跳槽意愿最高，有48.8%的受访白领已下
定决心跳槽，还有23.5%正在观望；紧随其后的则
是房地产行业和制造业。

值得一提的是，计算机/互联网/电子商务行
业跳槽决心已定的白领比例虽然低于这三大行
业，但却是所有行业中观望比例最高的，达
37.8%。而从不同职位类别来看，设计类、市场运
营类和销售类这三大职位类别的从业人员跳槽
意愿最高。

小潇目前是一家互联网+餐饮公司的策划，
主要负责公司线上线下活动的策划及执行安排，
月薪在5000元左右。在经历了半月投递简历与
面试的“车轮大战”后，刚于9月底敲定了新公司。

“互联网行业本就跳槽频繁，我在之前的公
司干了两年多，工资没涨多少，年终福利跟同行
比也没竞争性。考虑‘金九银十’是跳槽高峰，机
会更多一些，就投简历了。”小潇告诉重庆日报记
者。

专家建议跳槽前最好做好整体规划

据汇博网调查结果显示，今年“金九银十”，
重庆16.9%的受访白领表示跳槽主要是因为个人
发展空间受限，有16.72%表示主要是由于涨薪
难。另外，工作归属感不强；公司经营不善，没前
景，没诚信；晋升难；工作压力大，加班频繁等也

是白领跳槽考虑的主要因素。
而短时间内找不到很满意的工作则成为重

庆白领跳槽时最大的顾虑，有32.84%的受访白领
表示有这一顾虑。

“跳槽后的职位、薪资未达到预期是我所担
心的。”在一家互联网广告公司上班的小郑在跳
与不跳中已纠结许久。他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刚
毕业时在这儿拿到的年薪是同学中最高的，可是
回想这两年，熬夜加班是常态，身体健康透支了
不少，天天跟策划“扯皮”，工作也没什么成就感，
但又担心越折腾薪资越低，故迟迟未行动。

此外，知识技能跟不上、人际关系的磨合等，
也是白领跳槽时所顾虑的。

对此，汇博网人力资源专家李春杰提醒求职
者，跳槽到薪资高、发展前景更好的企业是大多
数职场人的愿望，有机会应该去争取和把握。但
在跳槽时，需对自己有一个整体规划，对所选择
的职位和行业进行全方位了解，而不是因为暂时
的薪资水平，盲目地投入到新工作中。

“随着职业形态的多样化，职业发展也越来
越个性化，但跳槽毕竟存在一定风险，理智思考
必不可少。”李春杰说。

进入“金九银十”求职旺季

白领跳槽最看重薪酬和福利
本报记者 李幸

便利
新华社发

本报讯 （记者 曾立 见习
记者 崔曜）重庆日报记者10月
9日从市工商局获悉，今年国庆中
秋长假期间，重庆12315综合指挥
调度中心共登记消费者投诉515
件，同比增加50.15%。

据了解，投诉主要集中在商品
消费和服务消费方面。其中，商品
消费类281件，同比增加46.35%；
服务消费类 234 件，同比增加

54.97%。
商品消费中，交通工具、服装

鞋帽类和通讯产品投诉较为集
中。交通工具占投诉总量的
19.22%，主要是汽车质量问题。
服务消费类投诉中排名前三位的
分别为餐饮和住宿服务类，文化、
娱乐、体育服务类和房屋装修类，
分别占服务投诉总量的53.42%、
7.69%和6.84%。

“12315”接到消费投诉515件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张莎）“小
李，麻烦你帮我编几句话，我不会写祝
福的话，还尽写错别字。”10月5日，大
渡口区八桥镇双城社区“候鸟驿站”内，
40多岁的农民工李平在社区工作人员
李胜男帮助下，发了一条祝亲朋好友们
节日快乐的朋友圈信息，还附上了一张
格外精神的个人照。

明亮的环境、舒服的沙发，不仅能
上网、看电影，还有工作人员接受咨询、
给予帮助。节日期间，双城社区这个

“候鸟驿站”照常开放，迎来不少农民
工。

双城社区工作人员介绍，他们是一
个成立不久的新社区，入住人口不多，
却有3个物业小区、3个在建工地，几百
名农民工工作生活在辖区。为服务好
这一群体，今年7月，社区搭建了“候鸟
驿站”这一平台，平台整合了多功能娱
乐室、图书室、社工室等现有资源，让农
民工在这里能读书看报、下棋健身、唱
歌跳舞。社区还根据他们的需求，增加
了心理咨询、政策指导、体检、子女课业
辅导等服务，让他们在异地他乡找到归
宿感和幸福感。如今每逢节假日，“候
鸟驿站”日均接待农民工数十人次。

农民工假期不孤单
“候鸟驿站”里找乐子

10月9日，游客在重庆市黔江区芭拉胡景区游玩。芭拉胡位于黔江老城与新
城之间，是我国唯一的城市峡谷。时下，该景区秋色正浓，吸引了众多游客游玩、
赏秋。 特约摄影 杨敏

秋染峡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