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手机上敲敲点点，不摇车窗就能缴纳停
车费；跨城区出行时，下个APP就能像点菜一
样预订停车位；当自家租的车位空闲时，还能转
租出去与他人“共享”赚点小钱……如此惬意的
停车经历，将出现在主城区的更多停车场中。

4月 2日，市城乡建委发布消息称，重庆
市“智慧停车”系统已于日前上线试运行，该
系统已入库管理涪陵湾湾停车场、直港大道
公共停车楼等 16个停车场、涉及 2.5 万个停
车泊位。

与此同时，为市民提供更精准、更便捷停车
服务的“重庆好停车”APP和公众号已于日前推
出。今后，重庆更多停车场将加入智能化改造
的行列，与“重庆好停车”APP联网，预计2022
年“智慧停车”系统将使主城区300万人受益，
推动重庆进入“智慧停车”时代。

“智慧停车”给市民带来怎样与众不同的体
验？重庆日报记者就此前往直港大道停车楼进
行打探。

无人收费，打开重庆“智慧停
车”的新方式

4月2日上午10：00，重庆日报记者驾车驶
过汽车排成长龙的嘉华大桥，尚未抵达直港大
道停车楼，就看见沿线蓝底黄字的“无人收费停
车场”招牌格外醒目。该停车楼是全国首个采
用全智能停车管理系统的桥下大型停车库，管
理停车位1008个，车辆快进快出、“闪付”是它
的一大特征。

重庆日报记者在停车楼看到，入口处没有
收费亭。当车辆抵达入口时，几乎在一秒钟时
间，栏杆就抬起放行。

“停车楼的每个入口处都有两个高清摄像
头，管理系统会选择最佳图片作为识别结果，自
动计算车辆停车时间和应缴费用。车主使用

‘重庆好停车’公众号、自助缴费机、扫微信支付
宝等均可付款。”直港大道停车楼“智能停车”系
统的管理方——重庆畅泊智慧停车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龙岗介绍，为推广“智能停车”技术，这个
重庆本土的团队历时一年半时间开发了“重庆
好停车”APP和微信公众号。

对于尚未上正式牌照的新车和被泥污弄脏
的车辆，智能停车管理系统也有高招。车主只
需在停车场入口获取一张有二维码的纸条，扫
码进场后，系统会自动计算停车时间。出去时
车主在自助缴费机上缴费后，车辆即可顺利离
场。如果车主使用现金，自助缴费机还会“吐”
出一张带二维码的纸条。车主用手机扫码后，
找补的零钱会自动返到手机上。

龙岗透露，停车楼采用无人收费方式管理
后，线上支付率高达99%，停车楼的管理人员随
之减少一半以上。不过，为方便老人缴费或者
车主手机没电等意外情况出现，停车楼内还贴
心地设置了一个人工服务亭。

点击APP，提前半个小时预约
停车位

在“共享单车”大行其道的今天，渝中、南岸
等多个城区也进行了“共享车位”的尝试。但因
业主有顾虑、物业担心安全隐患等原因，显得有
些“叫好不叫座”。

此次推出的“智慧停车”系统，选择了直港
大道停车楼并配合后台的互联网大数据分析，
精确指导停车时间，进行了“共享车位”、预约车
位的新尝试。

重庆日报记者在停车楼内点击“重庆好停
车”公众号，看到这个公众号的首页有缴费预
约、附近车场、缴费记录3个栏目。点击“缴费
预约”，会出现缴费找车、月卡充值、共享车位、
车位预约4个选项。

龙岗介绍，目前停车楼推出8个预约停车
位，当天早上已有车主通过“重庆好停车”公众
号预约了车位。他提醒，车主预约停车位时至
少需要提前半个小时。预约车位成功后，一个
小时内不到现场预约信息就会被取消。此外，
如果车主停车时间超出预约时间段，可能需要
缴纳超时费用。

“共享车位为那些白天在停车场附近上班，
傍晚离开的车主提供了分担停车租金的可能
性。“龙岗透露，停车楼试点了13个共享车位。
这些车位被“共享”后，一个车位可停两辆车。
如果试点效果好，“共享”停车位的数量还将增
加。

除了无人收费系统、“共享车位”、预约车位
外，停车楼的反向找车功能也让那些经常为找
车位犯愁的车主欣喜不已。

点击“重庆好停车”公众号后，输入车牌号，
手机就会显示停车位置并提供导航路线。车主
缴完费后点击找车按钮，手机也会显示找车路
径。

“随着联网的停车库越来越多，‘智慧停车’
系统还能识别套牌车和嫌疑车辆。”龙岗透露，
当拥有同一个车牌号的车辆在距离相近的时间
出现在不同停车库时，系统会发出警示，提醒被
套牌的风险。

2022年，主城区“智慧停车”
系统全面建成

直港大道停车楼是我市在主城区大力推进
的“智慧停车”系统建设的缩影。

调查显示，一辆汽车95%的时间处于停放
状态，合理调配停车资源格外重要。清华同衡
规划院静态交通规划设计研究所所长王杰认
为，运用“智慧停车”技术可使交通拥堵减少
30%，无效交通流减少12%至15%，寻找车位时
间缩短6分钟至14分钟，是各大城市缓解停车
难问题的努力方向。

据了解，主城区“智慧停车”建设2016年起
步，两江新区、南岸区、渝北区等城区相继尝试，
取得了一定效果。比如渝北区针对路内停车泊
位开展“智慧停车”试点，集成了区内3722个停
车泊位信息。

不过，因为自主开发的原因，各区的“智慧
停车”系统建设“百花齐放”，由此带来数据标准
不统一、功能参差不齐的问题，使得“智慧停车”
系统的使用效果大打折扣。一旦跨区域出行，
一个区的停车APP就不适用于另一个城区，为
车主增添烦恼。

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智慧停车”行
业竞争非常激烈，企业“小而散”的特征也阻碍
了产业的做大做强。采用政府引导、市场参与
的方式，走规模化、综合化发展之路有利于我市

“智慧停车”产业的高品质发展，建立市级平台
的“智慧停车”系统势在必行。

市城乡建委人士介绍，主城区“智慧停车”
系统建设去年下半年启动，被纳入市委、市政
府重大民生实事推进。该系统按照“1+3”框架
思路开发，即1个总控中心和3大应用平台（行
政监管平台、车场管理平台、公众服务平台），
实现政府、企业、公众“三位一体”的综合服务
功能。

为解决停车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开放共
享难等问题，由市城乡建委制定的停车场智能
化管理的地方技术标准计划今年上半年发布实
施。届时主城区范围内的所有新、改、扩建停车
场，都要按照统一技术标准进行设计、施工、验
收，并接入重庆市“智慧停车”管理系统。

吸引更多已投用的停车场加入其中，成为
我市“智慧停车”系统建设的一个重要着力点。
为此，重庆将分类推进停车设施智能化改造，出
台各种政策和措施，率先推进公共资源类停车
场的智能化改造，鼓励各类企业、居住小区及个
人自备停车场（位）的智能化改造。

“今年，主城区将完成10万个泊位的智能
化改造。此后，主城每年将推进10万个至30万
个不等的停车泊位的智能化改造。预计2022
年主城区‘智慧停车’体系全面建成，将完成
100万个停车泊位的智能化改造，届时主城区

‘停车难’问题得到有效缓解。”市城乡建委人士
透露，在主城区大力试点的基础上，未来“智慧
停车”管理系统还将在全市进一步推广。

本报讯 （记者 曾立）4月2日深夜11
点，一架空客A320飞机从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起飞，前往越南胡志明市。自此，“重庆—胡
志明”航线正式开通——这是今年我市开通
的第2条国际（地区）航线，也是截至目前重庆
开通的第71条国际（地区）航线。

胡志明市有“东方巴黎”之称，是越南最

大的城市和经济中心，拥有越南最大的内河
港口和国际航空港，城市里洋溢着浓郁的法
兰西风情。

“重庆—胡志明”航线的开通，有利于进
一步推进两地经济、文化、旅游交流，有助于
重庆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

该航线由重庆航空的空客A320机型执

飞，设有宽大空间公务舱8座、明珠经济舱23
座，计划每周一、三、五直飞出境，飞行时长3
小时40分。重庆起飞时间为23∶00，到达胡
志明市时间为01∶40，回程计划于次日02∶40
胡志明市起飞，07∶15到达重庆（以上均为当
地时间）。开航初期，往返机票价格优惠低至
800 元（不 含 税），旅 客 们 可 致 电 023-

88886666咨询订购。
据介绍，2017年我市开通了纽约、洛杉矶、

墨尔本、莫斯科、菲律宾宿务等9条国际（地区）
航线，是重庆机场通航以来开通国际航线最多
的一年。截至2017年底，重庆江北国际机场
已累计开通国际（地区）航线69条。预计2018
年开通的国际（地区）航线可达到85条。

“重庆—胡志明”航线正式开通
重庆已开通的国际（地区）航线达到71条，今年有望达85条

2018年4月2日23时，一架重庆航空公
司A320飞机在重庆江北国际机场起飞，3小
时40分钟后，缓缓地降落在越南胡志明市机
场。来自重庆及周边地区的100多名旅客，开
启了愉快的异国旅行。

如果时光倒回到1997年2月8日以前，
重庆机场的国际（地区）航线还是一片空白。
对大多数重庆市民而言，出国，那是想都不敢
想的事儿。

如今，重庆机场已经开通第71条国际（地
区）航线，通过这里，重庆市民可以轻松通达
全世界。

从0到71用了21年

国际（地区）航线，是衡量一个城市开放
度的重要指标。

位于中国西部的山城重庆，不沿边，不靠
海，要想从内陆腹地变为开放前沿，打造航空
枢纽、开辟国际航线，无疑是一条有效的途
径。“3公里的公路只能通到村里，而3公里的
跑道，却能连接世界。”重庆机场集团相关负
责人打比方说。

1997年2月8日，重庆机场开通了重庆—
曼谷包机航线，那是重庆机场开通的第一条
国际航线。同年4月23日，香港港龙航空公
司开通重庆—香港航线，那是重庆机场开通
的第一条地区航线。

至此，重庆机场打破了国际（地区）航线
零的突破。“出境”成了重庆市民口中，最时
髦、最资格的新动词。

“在重庆国际（地区）航线的开辟中，有几
个标志性事件。”该负责人介绍，除了1997年
泰国、香港航线的开通，2011年11月28日，
重庆机场开通了至多哈航线，这是重庆开通

的第一条远程定期航班。另一个标志性事件
是2012年5月30日，重庆—赫尔辛基航线开
通，那是重庆开通的第一条定期洲际航线。

“2017年，是重庆机场通航以来，开通国
际（地区）航线最多的一年。”该负责人称，
2017年，我市新开通纽约、洛杉矶、墨尔本、莫
斯科、宿务等9条国际航线，累计开通国际（地
区）航线69条，其中客运航线55条，货运航线
14条，已初步构建起覆盖欧、美、亚、澳的客运
货运航线网络。

如今的重庆市民，随时都可以来一场说
走就走的旅行。今年春节假期，重庆江北国
际机场出入境旅客流量达到74000余人次，
同比增长25.72％。出入境流量前三位的分
别是：泰国、越南和马来西亚，在气候温暖、
阳光充沛的海岛上过冬，已经成为重庆市民
过年新风尚。

国际航线助推地方经济发展

4月2日凌晨，2吨来自泰国的活虾，乘坐
飞机抵达重庆江北国际机场T3A航站楼。两
小时后，这批活蹦乱跳的虾进入了我市各大
超市和水产市场。

“现在进口的鲜货越来越多，还有IT产
品，每天都有很多运出去，这些都是这几年才
有的货物。”重庆机场地服公司装卸部工作人
员金祯鑫说。金祯鑫已经在机场装卸货物工
作了近10年。

2010年前，江北机场不仅航班少，货运量
也很小，国际货运量一年不足1万吨，而且主
要是布料、皮鞋等低附加值产品。

“国际航线为笔记本电脑、手机等高端制
造业向重庆及西部内陆地区产业转移，创造
了基础条件。”市交委民航处负责人称，随着
欧洲、北美等洲际航线的开通，近年来，以惠
普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国际知名IT企业纷纷落
户重庆，深刻改变了重庆的产业结构。电子
产业，成为重庆支柱产业。

而这些笔电产品又通过重庆机场开通的
国际航线网络，高效便捷地出口至欧美澳等
主要消费市场。

以重庆直飞多哈、重庆直飞迪拜直航航
线为例，不仅满足了前往中东的旅客需求，还
打开了重庆IT产品、手机等智能设备的中东、
非洲市场。上述两条航线2017全年共运输智
能产品2276吨。

据统计，自2012年以来，重庆国际全货运
航线数量、班次以及国际货邮吞吐量，已连续6
年位列中国西部第一。2017年，重庆机场国际
货邮吞吐量达到11.3万吨，同比增长12.1%。

国际航线开辟伴随口岸功能增加，乌拉
圭牛肉、澳洲大龙虾、美国车厘子、荷兰猪肉、
泰国龙眼……越来越多的进口生鲜食品，摆
上了重庆市民的餐桌。如今的重庆市民，仅
进口三文鱼一年就要消耗上千吨。

国际航线还推动重庆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据介绍，截至2017年底，重庆机场
累计开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际航线44
条，辐射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越
南5个东盟国家，构建起联接重庆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空中通道。

今年有望达到85条

“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加快建设内
陆开放高地、山清水秀美丽之地，努力推动高
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民航责无旁贷，
理应当好排头兵。重点发展国际航线，加快
航线网络布局，是我们未来重要的努力方
向。”重庆机场集团相关负责人称。

据称，下一步，重庆机场集团将加快国际
航线网络布局，继续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国际客货运航线。

“今年，重庆机场将力争新开通重庆到巴
黎、圣彼得堡、布里斯班、多伦多、芝加哥、科
伦坡等国际客运航线，加密到北美的货运航
线，争取在非洲、南亚货运航线上有所突破。
国际（地区）客运航线力争达到85条。”该负责
人称。

此外，重庆机场还将与重庆航空联手打
造旗舰型基地航空公司。配合“智能口岸”建
设，推动口岸通关便利化，不断优化完善航空
货邮“7×24小时”通关。

“今年，还将持续推动‘中欧（重庆）班
列+空运’物流通道建设，开展航空与铁路、
公路、水运等其他交通方式密切合作的多式
联运业务。”该负责人表示，通过航线网络布
局和航线品质提升，重庆机场将为重庆内陆
开放高地建设搭建起顺畅的空中通道，助推
重庆高质量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
航空生活需求。

从0到71的飞跃
本报记者 曾立

本报讯 （记者 杨骏）3月28日，“重庆自贸
区（西永）对外文化贸易专项研讨会”在重庆泓艺九
洲国际文化艺术中心顺利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
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如何使文化“走出去”、促
进重庆文化项目、产品、服务等与国际接轨。

此次研讨会由重庆市商务委、重庆市自贸办、
西永综保区管委会指导，重庆服务贸易（外包）协
会、重庆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主办，重庆泓艺九洲国
际文化艺术中心承办。

市商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泓艺九洲国际文化
艺术中心将会是促进重庆服务贸易“走出去”的重
要平台，下一步，应充分利用泓艺九洲这一国际艺
术品交易平台，将我们的文化产品带到海外，充分
地展现在世界面前。

据了解，去年5月，西永引进了重庆泓艺九洲国
际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并在自贸试验区内建成

“重庆泓艺九洲国际文化艺术中心”——这是继北
京、上海后，我国第三个功能完善、配套齐全的国际
艺术品交易平台。

随后，借助该中心，西永率先在第三批自贸试
验区及中西部地区开展艺术品保税展示、交易拍
卖、仓储物流、保税托管、评估鉴定等业务，为文化
艺术品产业链的各环节提供全程服务。

今年，该中心策划的项目入选文化部2018年
“一带一路”文化贸易与投资的重点项目，这也是重
庆唯一入选的项目。截至2018年2月，该中心进出
口贸易额突破1亿元，成功举办了“西部风景”国际
邀请展、“咏瓷·官窑诗韵”艺术展等系列活动，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双向交流和互学互鉴、
促进丝路沿线国家民心相通起到积极作用。

在重庆泓艺九洲国际文化艺术中心背后，则是
西永探索自贸试验区建设中，在服务贸易上实现的
突破。比如，西永将综合保税区的企业推广“增值
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试点”，推动泓艺九洲开展国内
文化艺术品入区的展示、拍卖、交易业务，也助推跨
境电商企业同库推存、一仓多贸的多元化发展。

据了解，目前，西永正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将各
类政策优势运用其中，力求实现加工贸易+服务贸
易的“双轮”驱动模式。

重庆自贸区（西永）对外文化
贸易专项研讨会召开

西永微电园板块
文化贸易发展迅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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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停车”预约车位像点菜一样方便
本报记者 廖雪梅

2019 年 ，
完成 10 万个
以上停车泊位
的 智 能 化 改
造。

2020 年，
完成 20 万个
以上停车泊位
的 智 能 化 建
设。

2021 年 ，
完成 30 万个
以上停车泊位
的 智 能 化 建
设。

2022 年，
完成 30 万个
以上停车泊位
的 智 能 化 建
设。

力争2022年，主城
区智慧停车体系全面建
成，智能化停车泊位数
量超过100万个。

2018 年
底，完成10万
个以上停车泊
位的智能化改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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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城“智慧停车”泊位数

力争5年超100万个

目前，直港大道停车楼已实现无人收费停车，所有缴费通行都可在云端处理。 记者 罗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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