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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艺）元旦假
期，除了去景区游玩，在商圈吃喝玩乐
购也是不错的选择。重庆日报记者
2017年12月31日走访发现，不论是
线下实体还是线上电商，纷纷抢抓“节
日经济”，推出各种活动带动消费。

线下重体验

每逢节庆日，各大商业体打折促
销必不可少。元旦期间，各大商家瞄
准年货市场，推出各项优惠。如家乐
福、永辉等超市加大生鲜、糖果、熏制
品等促销力度，供市民采购；在南坪会
展中心举行的第五届中国（重庆）粮油
食品博览会暨迎春购物节上，粮油、水
果、海鲜、香肠腊肉、进口食品等上万
种商品打折促销，吸引大量市民前往。

除了传统促销，线下商家还大打

“体验牌”吸引人气。
标志性双马尾，元气的笑容，再加

上独特的嗓音——动漫人物初音未来
西南地区首次公开展示在龙湖U城天
街举行，让动漫爱好者过了个特别的
元旦节；“海底小纵队”海洋探险之旅
西南首站则在龙湖时代天街上演，成
为不少家庭亲子活动的选择；同样在
时代天街全新亮相的永辉超级物种，
则以现场购买、现场烹饪、现场用餐的
新体验，成为市民聚会就餐的新去处。

随着线上线下融合深入，不少商
家还通过在线上推出元旦节优惠，吸
引了大量消费者到线下消费，生意火
爆。如在鎏嘉码头，借着“口碑智慧街
区”落地活动，商家们推出大量新人
券、满减券、二次券、单品券等，吸引消
费。“通过线上推广，元旦期间销售额
同比上涨了一倍，且大多数前来消费

的都为游客。”位于鎏嘉码头的一家烤
肉店负责人透露。

线上拼速度

随着网上超市、外卖等兴起，元旦
期间，市民呆在家中不出门也能过节。

“中午想吃海鲜，但又不想出门打
拥堂，就在网上下单了新鲜食材，不到
1小时就送货到家，稍微加工就能吃上
一顿大餐。”家住大坪的吕女士说，此
前了解到在永辉生活app上能线上下
单后送货到家，于是便尝了个鲜，体验
不错。

而随着节前天猫超市1小时达开
进重庆，主城市民线上购物也更加便
利。记者登录平台看到，以水果、休闲
食品、乳品饮料、肉禽蛋等生鲜商品，
以及原膳南美白虾仁、獐子岛蒜蓉粉

丝扇贝等速食品和半成品菜等，都能
够1小时送到，受到市民欢迎。

除了买新鲜食材、生活用品，买熟
食也成为元旦期间市民消费的潮流。

“自己买食材做麻烦，去商圈又怕
人多排队，还是叫外卖最方便。”家住
南岸区的陈女士早早通过外卖平台预
约了一桌跨年饭。位于石桥铺的一家
餐饮店老板告诉记者，元旦期间，虽然
来店吃饭的上班族少了，但叫外卖的
顾客却多了，生意照常红火。

在农村，线上购物也更加便利。
京东家电节走进重庆村镇进行促销，
产品涵盖空调、平板电视、冰箱、洗衣
机、热水器等全品类，其中还有大量适
应乡镇用户使用习惯的专供型号产
品。

“农村消费市场进入采买年货的
消费旺季，家电产品在农村消费者年
货支出上占了大头。基于此，京东专
门开设年货节，让乡镇消费者享受轻
松逛、线上购、送到家的一站式服务。”
京东重庆相关负责人介绍。

重庆消费活动多、人气足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2017年12月31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重庆高速集团获悉，2018年
1月1日零时起，我市将正式取消
主城区路桥通行费，绕城高速公
路及以内的成渝、渝遂、渝涪、渝
邻、渝黔、渝湘等6条射线高速公
路，从2018年1月1日零时起对
通过车辆按次现场收取通行费。

对频繁通行绕城高速及以内
6条射线高速公路主线站的车
辆，车主可自主选择“次费”或“高
速公路套餐通行费”。

想购买套餐的用户，可通过
以下三种方式购买：微信公众号“重
庆高速 ETC”，www.gs12122.
com网站或到重庆ETC自营网
点。重庆高速集团称，用户自愿
购买“高速公路套餐通行费”，不
区分车籍所在地，但须为通渝记
账卡用户。

通渝记账卡是指由重庆高速

公路向社会公开发行的具有收费
公路通行费缴纳功能的智能卡，
卡面有“通渝卡”、“记账”等字样。

而通渝记账卡用户是指已
办理“重庆高速ETC”业务的客
车或“重庆高速货车非现金支付
卡”业务的货车，并且持有通渝
记账卡的用户。

未办理“重庆高速ETC”业
务或“重庆高速货车非现金支付
卡”业务的单位或个人，可携带有
效身份证件、机动车行驶证、交通
信息卡（重庆籍车辆须携带）前往
重庆ETC任一网点办理。

重庆高速集团称，通行绕城
高速及以内6条射线高速公路
频率不高的车主，建议选择“次
费”。频繁通行绕城高速及以内
6条射线高速公路，预计年累计
通行“次费”高于原年费标准的，
建议缴纳“高速公路套餐通行
费”。

市民可购买
“高速公路套餐通行费”

高速公路套餐通行费

本报讯 （记者 夏元）从1月
1日零时起，重庆正式取消征收
主城区路桥通行费。市民们对此
有何看法？2017年12月31日，
重庆日报记者从市统计局获悉，
据重庆市社情民意调查中心民意
调查显示，77.32%的主城区市民
对该项政策有不同程度的知晓和
了解，在这部分群体中，97.67%
的受访者对此表示满意。

2017年11月27日，市政府
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布从2018年
元旦起取消主城区路桥通行费。
当年12月，为了解主城区市民对

“取消征收主城区路桥通行费”政
策出台之后的反映，重庆市社情
民意调查中心采用计算机辅助电
话调查的方式，开展了广泛的民
意调查。

在民意调查过程中，大多数

市民的观点是：“取消征收主城
区路桥通行费”政策从某种程度
上打破了以前传统“一刀切”的
收费模式；在新收费办法中，根
据实际情况制定多种收费方式，
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谁消费谁
买单”。

具 体调查结 果显示 ，有
75.67%的主城区市民认为“取消
征收主城区路桥通行费”有利于

“减轻车主出行成本”；46.28%
的市民认为新政策“收费方式灵
活（如按次收费、办理通行套餐、
按车型收费、计重收费等）”，广
大车主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
况选择最经济合适的收费方式；
37.78%的市民认为该政策有利
于“促进经济发展”，能够刺激市
民购车需求，带动汽车产业发
展，进而激发市场活力等。

民意调查显示：

97.67%受访者表示满意

关 注 主 城 区 路 桥 通 行 费 取 消

类型

A类

B类

C类

D类

适用车型

2吨（含）以下货车19座（含）以下客车

2-5吨（含）货车20-49座（含）客车

5-8吨（含）货车50座（含）以上客车

8吨以上货车牵引车

收费标准
（元/车/年）

2300

2990

3450

3910

本报讯 （记者 韩毅）2017年12
月31日，元旦假期进入第二天，重庆日
报记者从市旅游局获悉，全市旅游接待
人数持续增长，各大景区人气爆棚，其
中都市游、赏雪游、温泉游是最大亮点。

假期第二天，我市各景区旅游节庆
活动持续发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如
南川金佛山景区在天星小镇举行办新
年灯会、年货节，在金佛寺举办了祈福
活动；武隆仙女山景区举办了2017首届

西南地区冰雪运动会，除了赏雪滑雪，
仙女山元旦酷跑节、冰雪跨年篝火晚
会等雪上活动也是轮番上演；北碚各大
温泉景区推出系列优惠活动，如以“养
生”“敬老”为主题的优惠套餐等。合
川、荣昌、万州等多个区县推出大量冬
季旅游节庆活动，如迎新登山、古镇年
货节、冬季草莓采摘节、多彩乡村游等。

据市旅游局初步统计，元旦假期第
二天，都市游、赏雪游、温泉游是我市旅

游市场最大亮点。在都市游方面，渝北
区接待游客77.02万人次，同比增长
16.33%；江北区接待24.2万人次，同比
增长11%；巴南区接待19.86万人次，
同比增长5.73%；九龙坡区接待36.17
万人次，同比增长5.21%。

在赏雪游方面，南川金佛山接待
游客1.9万人次，同比增长27%；实现
门票收入106万元，同比增长22%。
武隆喀斯特旅游区接待游客4.93万人

次，同比增长37.51%；实现门票收入
446.21万元，同比增长39.42%。在温
泉游方面，各温泉景区游客接待人数
同样增幅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纳入市旅游局统
计直报的12个“百万游客俱乐部”旅
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28.15万人次，同
比 增 长 13.02% ；实 现 门 票 收 入
1283.71万元，同比增长33.49%。全
市旅游市场假日消费红火。

重庆旅游接待人数持续增长

都市游、赏雪游、温泉游成亮点

据新华社武汉12月31日电 （记
者 黄艳）来自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
四研究院的消息，我国快舟-11固体
运载火箭将于2018年上半年首飞，以

“一箭六星”的方式进行发射，可一次
性实现星座快速构建，大幅提升发射
效率并降低成本。

据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四研究
院副院长、航天科工火箭技术有限公
司董事长张镝介绍，快舟系列火箭采
用车载移动方式发射，能够满足卫星
商业化、高密度、快速发射的需求。

目前，快舟-11固体运载火箭的
发射准备工作已全部完成，计划2018
年上半年进行首飞。而此次首飞将
采用“一箭六星”方式发射。“‘一箭六
星’任务是我们创新的‘多主星模
式’，将使用户需求得到最大满足，也
就是一发火箭一次发射可满足不同
轨道用户的需求。”张镝说。

快舟-11的起飞质量为78吨，
近地轨道最大运载能力1500千克，
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1000千克/
700千米。

快舟-11火箭
将于2018年上半年首飞

据新华社北京12月31日电 （记
者 白阳 丁小溪）2018年 1月起，
全国13省区市将启动为期一年的未
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政检察
业务统一集中办理试点工作。这是
记者 31 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
的。

这13个省区市分别是北京、辽
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
南、湖北、广东、重庆、四川、宁夏。根
据最高检的部署，试点期间，上述地
区的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民事行
政检察业务要统一集中到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部门办理。其他地区具备
条件的，也可主动开展试点。

“捕、诉、监、防”一体化是最高检
近年来着力推进的新型未成年人检

察工作模式。这种工作模式针对未
成年人这一特殊主体， 打破检察机
关内设机构壁垒，将审查逮捕、审查
起诉、诉讼监督和预防帮教四项检察
职能统归未成年人检察机构，由同一
承办人跟进同一案件的全程，进而最
大限度预防、矫治、减少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

最高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
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史卫忠表示，开
展未成年人刑事执行检察和民事行
政检察业务统一集中办理，目的是
更好地适应未成年人司法保护规律，
以办案为切入点，综合运用刑事、民
事、行政检察职能对未成年人进行综
合保护，最大限度维护未成年人合法
权益。

全国13省区市检察机关
将试点未成年人案件集中办理

2017 年 12 月 31 日，沙坪坝区磁器口古镇游人
如潮。来自各地的游客一览古镇风采，感受巴渝
文化。 通讯员 孙凯芳 摄

2017年12月31日，在涪陵区美心红酒小镇“微长
城”上，当地的舞龙爱好者在表演，欢欢喜喜迎接2018
年。 记者 熊明 摄

本报讯 （记者 杨骏）两个备受市
民关注的工程——寸滩大桥和高家花园
复线桥，均在2017年12月31日上午10
点正式通车。通车首日，两座大桥的交通
情况如何？重庆日报记者赴现场进行了
打探。

当日上午10时许，重庆日报记者先
来到寸滩大桥。从现场看，寸滩大桥上车
流量不算大，平均每5秒左右才会有一辆
车通过桥头。相比之下，前来“踏桥”的市
民更多，在大桥两侧人行道上，有很多市
民在散步、参观、拍照。

有关人士告诉重庆日报记者，寸滩大
桥通车后，从江北机场走内环的车辆，便可
通过这里前往南岸区，临近区域也设有相关
标识。寸滩附近的市民，可通过跑马坪立交
上桥前往南岸区。而在南岸区弹子石附近
的市民，通过黄桷湾立交通往寸滩大桥，前
往江北机场最快只需十几分钟。

需要提醒的是，截至发稿时，寸滩大桥
在各类导航软件中依旧为“未通车”状态。
前述人士预计，还需要两到三天，各类导航
系统才会对寸滩大桥的状态进行更新。

上午11点15分，记者来到高家花园

大桥复线桥，从桥尾处观察发现，每秒有2
至3辆车经过。记者还发现，导航软件在
规划相应交通路线时，已将此桥“考虑”在
内。

高家花园复线桥现场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以前高家花园大桥要承担沙坪坝区
与江北区之间的双向通行任务，车流量
大，相对拥堵。如今，高家花园大桥只通
行沙坪坝区到江北区单向行驶车辆，复线
桥则通行江北区至沙坪坝区单向车流。

记者看到，虽然复线桥通车了，但高
家花园大桥只开放了三车道，依旧较拥
堵，与复线桥的畅通有明显差异。对此，
工作人员透露，下一步高家花园大桥将
实施交通改造，将原本的双向六车道改
为单向六车道，以缓解目前的交通拥堵。

寸滩大桥、高家花园大桥复线桥通车
弹子石经寸滩大桥到江北机场最快只需十几分钟
高家花园大桥原双向六车道将改造为单向六车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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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2
月31日，万盛经
开 区 黑 山 之 巅
的 梦 幻 奥 陶 纪
主题公园，世界
第 一 天 空 悬 廊
惊险刺激，步步
惊心，吸引了众
多游客体验。

特 约 摄 影
曹永龙

高空高空
漫步漫步

舞龙舞龙
迎新迎新 市城管委人士介绍，2018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为路桥通行
费集中退费办理期。

市民办理退费业务时，需
提供以下资料：机动车所有人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单位车辆需
提交单位书面申请并加盖单位
印章）；机动车所有人行驶证复
印件 1 份；车主委托他人办理

的，受委托人应同时提供本人
身份证复印件 1 份；缴纳路桥通
行年费的“非税收入一般缴款
书”收据原件。为方便广大群
众，凡收据原件遗失的车主，可
在市路桥收费管理处服务大厅
提取银行到账证明；网上缴费
未打印收据的车主可到服务大
厅柜台打印。

路桥通行费退费须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