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0月
22日至 2019年 1月 16日，渝湘高速
界石至水江段回城方向（通往重庆
主 城 方 向）封闭施工，实施分类管
制，请广大驾驶员选择绕行线路。

10月16日，重庆南两高速公路建
设有限公司、重庆高速集团、市交通行
政执法总队联合发布了施工期间车流
交通分流通行方式。

第一阶段 2018 年 10 月 22 日—
2018 年 11 月 30 日车辆分流线路如
下：

1. 由武隆方向前往南川方向的
所有货运车辆，在双河口立交经南
涪高速公路绕行。由涪陵方向前往
南川方向的所有货运车辆，在平桥
收费站下道经省道 S303 绕行。

2. 由武隆方向前往重庆主城的
客运车辆，在双河口立交经南涪高
速公路绕行。前往南川、万盛、綦江
方向的客运车辆，在南川立交下道
或者经南万高速公路、綦万高速公
路通行。

3. 由道真方向前往重庆方向的
所有车辆，经南涪高速公路绕行，或

在 金 佛 山 北 收 费 站 下 道 ，经 省 道
S104 绕行。

第二阶段 2018 年 12 月 1 日—
2019 年 1 月 16 日车辆分流线路如
下：

1. 由武隆方向前往南川方向的
所有货运车辆在双河口立交经南涪
高速公路绕行。其余车辆正常通行。

2. 由涪陵方向前往南川方向的
所有货运车辆在平桥收费站下道，经
省道S303绕行。其余车辆正常通行。

3. 由道真方向前往重庆方向的
所有车辆经南涪高速公路绕行，或
在 金 佛 山 北 收 费 站 下 道 ，经 省 道
S104 绕行。

货车分流方案

客车分流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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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6 日，由戴德梁行主办的
“think—in之成渝双城记，TOD驱动
下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论坛”在成都举
行。会上，戴德梁行发布了《城市发展
系列——TOD 白皮书》（下称《白皮
书》）。该报告不仅分析了国内发展
TOD的情况，也对成渝两地未来发展
TOD模式进行了展望。

TOD模式将逐渐成为中国
城市建设趋势之一

所谓TOD模式，是以公共交通为
导向的开发，是规划一个居民或者商业
区时，使公共交通的使用最大化的一种
非汽车化的规划设计方式。该模式于
上世纪90年代，由美国新城市主义学
派提出，旨在缓解城市现代化过程中出
现的顽疾。目前，该发展模式已成为欧
美国家城市规划和设计领域最重要的
理论之一。

《白皮书》指出，中国发展TOD模
式，最好的载体则是轨道交通。“建轨道
就是建城市，已成为业界发展共识。通
过TOD模式，提升城市功能和开发价
值，已成为轨道交通和城市可持续发展
的必由之路。”戴德梁行大中华区副总

裁陶汝鸿表示。
以香港为例，他说，港铁围绕着轨

道交通进行了高密度、高质量的开发，
不但使地铁客流增加，同时财政收入
也大幅提高，弥补了地铁建设和运营
费用。

《白皮书》还称，目前全国已开通地
铁的城市有36个，长度达3000多公
里，居世界第一。未来，中国开设地铁
的城市将达到58个，规划建设地铁长
度达7300多公里。在此基础上，TOD
模式将在中国众多城市发展中，具备更
多的实践机会，也将成为未来中国城市
建设趋势之一。

成渝有望成为中国最佳
TOD模式一体化实践区

2016年由国务院批复实施的《成
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在基础设施互联
互通的策略中明确指出：依托综合运输
大通道，以长江上游航运中心和重庆、
成都两大综合交通枢纽建设为核心，以
高速铁路、城际铁路和高速公路为骨
干，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
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支撑引领“一轴两
带双核三圈”城市群空间格局的形成。

而目前，重庆主城共开通6条轨道
交通线，运营总里程264公里，日均客
运量200万人次。到2020年，重庆主
城轨道交通将形成“一环八线”网络，通
车里程415公里。远期，重庆还将在北
碚、西彭、界石、龙盛、水土、蔡家、茶园
等区域规划预留轨道线路走廊，形成轨
道交通“十七线一环”网络，届时轨道交
通里程将达到820公里。

基于此，戴德梁行认为，以TOD模
式发展推进城市及片区，将成为成渝一
体化发展的重要战略支撑。《白皮书》指
出，从全国TOD模式发展横向对比来
看，成都及重庆都具有长远的轨道交通
发展规划；从城市规模上来看，成都和
重庆未来规划人口都将达到 2000-
3000万人口，作为西部重要的两大城
市，轨道交通对人口集聚和城市发展起
的作用将会更强。

同时，《白皮书》还提及，TOD模式
带来全新的机遇和城市理念，也将为成
渝两地在沿海城市TOD模式发展经验
的基础上，走出一条自我发展的新路
径，更加契合自身城市发展。日建设计
常务执行董事、日本一级建筑师大松敦
便称，重庆地形特殊，在发展TOD模式

时，可以把地形特点转化成设计特点，
形成自身独有的优势。

重庆已有TOD模式雏形

就重庆而言，已有TOD模式的案例。
沙坪坝铁路综合交通枢纽，它不仅

是全国首个“站城一体化融合开发”项
目，也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地下铁路综合
交通枢纽，也是全国第一个商圈高铁
TOD模式。

该项目将高铁、城市轨道、公交、出
租车等诸多交通方式集合一体，让乘客
真正实现楼上楼下无缝换乘。该项目
可以提供零售、餐饮、娱乐等传统业态，
还将提供教育培训、健康医美等新业
态。预计项目落地之后，将会给三峡广
场商圈，带来60万人次/日的人流增
长，新增4万个就业机会，增加社零总
额50亿，也将为沙坪坝老城区带来新
一轮的城市更新和发展。

大松敦所在的日建设计是该项目
的主创设计公司之一。他认为，除了沙
坪坝这一项目，重庆还有其他项目已有
TOD模式的雏形。“比如重庆刚开业不
久的商业体‘新光天地’。它就是在轨
道站的基础上，充分利用交通等资源，
把自身商业体融入其中。我在它身上，
也看到了TOD模式的影子。”

他还建议，重庆未来发展TOD模
式，不能局限于“一个轨道站关联一个建
筑”，而是一个站关联多个建筑甚至多个
片区，这样才能进一步发挥TOD模式的
优势与价值，让市民生活更加便利。

“TOD驱动下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论坛”举行

重庆发展TOD模式有独特地形优势
本报记者 杨骏 实习生 唐璨

本报讯 （记者 黄乔）10月
16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
布会，重庆日报记者从会上获悉，
重庆将于11月8—9日举办2018
年中国技能大赛——第七届全国
饭店业职业技能竞赛火锅、面条专
项决赛。届时，全国火锅、小面制
作高手将在渝过招，一等奖获得者
将报请国家人社部授予“全国技术
能手”荣誉称号。

“火锅、小面是重庆的两张特
色名片，举办此次大赛，其目的是
推广重庆特色产业，打造品牌技
能竞赛，带动全国火锅、小面行业
发展，培养一批小面、火锅优秀技
能人才。”市人社局副局长谢辛介
绍，目前，面条专项赛全国选拔赛
已基本完成，22个省区市将组队
参赛，决赛参赛人数200人。火
锅专项赛目前全国25个省区市
已完成选拔，届时将有来自全国
各地的200名以上火锅制作高手
开展激烈角逐。重庆小面大赛则
不设门槛，不限规模，面向全球、
全国、全市所有小面企业、门店甚
至个人开展报名，计划500人以
上参赛。

此次火锅、面条、重庆小面三
项大赛均设一、二、三等奖，一等奖

1名，二等奖2名，三等奖3名，由
大赛组委会颁发荣誉证书并分别
给予1万元、5000元、3000元的
奖励，同时参赛成绩优异的单位授
予“优秀组织奖”，对作出突出贡献
的单位授予“突出贡献奖”。

对火锅、面条专项赛决赛第一
名获得者，且为职工身份的，由组
委会报请国家人社部授予“全国技
术能手”荣誉称号，并由所在地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行业主管
部门晋升技师资格，已具有技师资
格的，晋升高级技师职业资格；对
获得决赛第2—5名的选手由所在
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行业
主管部门晋升高级工职业资格，已
具有高级工职业资格的，可晋升技
师职业资格。

此外，对重庆小面项目参赛成
绩合格选手，由重庆市人力社保局
颁发小面专项能力证书，同时对获
得决赛前100名的单位由组委会
授予《重庆小面百强》奖牌。

明年，俄罗斯将举办第45届
世界技能大赛，重庆计划向组委
会和世界技能组织申请，在赛场
周边设置火锅、小面项目展示区，
向世界各国推广火锅、小面技能
竞赛。

重庆11月举办技能大赛

全国火锅小面制作高手现场“过招”

本报讯 （记者 颜安）10月
16日，在第五个全国扶贫日和第
26个世界消除贫困日来临之际，
市扶贫开发协会启动了重扶医疗
救助基金——慢粒白血病救助项
目，为我市所有不幸患上慢粒白血
病的群众提供全额救助，减轻他们
的用药负担。

市扶贫开发协会相关负责人
告诉重庆日报记者，慢粒白血病是
白血病的一种，和急性白血病相
比，它不需要四处找配型移植，而
是可以像糖尿病、高血压一样，通
过口服药片控制病情。

“但是，要控制病情，就必须
服用价格昂贵的靶向药，患者每
月的药品费用高达2万元甚至更
多，即使通过医保报销后也要自
费数千元，这对于贫困家庭而言
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该负责
人说。

据悉，我市慢粒白血病的发病
率约为10万分之一，全市慢粒白

血病患者约有4000-5000名，慢
粒白血病救助项目实施后，他们都
将得到全额救助。具体救助方式
是：患者在进行“诺利宁”医保报销
后自付部分将得到全额的补贴。
从即日起至2020年底，市扶贫开
发协会和石药集团将每年通过项
目指定医院救助1000名患者，之
后每年的救助人数将增加为1750
人（暂定），从而使我市所有慢粒白
血病患者都得到救助。

救助流程为：患者在项目
医院确诊疾病——填写救助申
请审批表——项目小组审核，
发放重扶医疗基金会专属救助
卡——患者携救助卡及药品处
方原件、原始发票申请退款——
填写救助项目退款申请表——协
议医院指定窗口领取救助基金。
项目联系人为石海萍和吴江，联系
电 话 分 别 为 13637853131 和
15683313999，如有不清楚之处可
电话咨询。

重庆慢粒白血病患者将获全额救助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周雨
通讯员 陈元媛）10月16日上午，江津
到贵州习水高速重庆段四屏收费站正
式开通，市民驾车到四面山大洪湖景区
方向更方便了，可直接在四屏收费站下
道前往。这也意味着江习高速重庆段

全线贯通。
不过，因四屏互通到东胜的连接道

尚未建好，目前到东胜、柏林方向车辆，
仍然需要在傅家收费站下道前往。

市交通行政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
五支队七大队称，今年6月底，江习高

速重庆段通车，全线共设7个收费站，
其中6个收费站与江习高速重庆段同
步开通，只有四屏收费站暂未开通。

据了解，此次开通的四屏收费站共
设3入4出7条车道。开通后，游客到
四面山度假区不再从四面山景区绕行，

至四面山旅游度假区游客中心只有
12.3公里；从游客中心到四面山核心景
区大洪海仅4公里，距土地岩景区、望
乡台瀑布距离约10公里。

另江习高速蔡家到四屏段全程实
行区间测速，正线小车限速100公里/小
时，大车限速80公里/小时。同时，四屏
收费站立交匝道位于两个隧道之间，该
路段纵坡、斜坡、弯道大，且冬季常年多
雾，敬请驾驶员朋友们谨慎驾驶、控制
时速。

江习高速四屏收费站开通
驾车前往四面山大洪湖景区更方便了

10 月 16 日 21 点 40 分，在重
庆大学城熙街，一场 150 架无人
机的灯光秀表演上演。

据 了 解 ，这 是 重 庆 目 前 最
大型无人机表演。150 架无人
机在空中通过图形变换，来呈
现重庆本地的一些元素，比如
火锅、千厮门大桥等。演出范

围五六百平方米，高空中巨型
图形和颜色变化，给人非常震
撼的视觉效果。特别是当“I♥
重庆”升腾高空的时候，全场人
员开始沸腾尖叫，一种强烈的城
市归属感和自豪感，把大家联结
在一起。

记者 齐岚森 摄

150架无人机“表白”重庆

进行时扫黑除恶
本报讯 （记者 周松）10月

1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公安局
获悉，日前秀山公安根据群众举
报线索，经过近半年缜密侦查，成
功打掉了一个以彭某为首的农村
宗族涉恶势力犯罪团伙，抓获犯
罪嫌疑人30余名。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
来，秀山县公安局紧紧围绕扫黑
除恶12类打击重点和领域，深化
线索摸排、警情研判和调查核实，
发现秀山县洪安镇村民彭某长期
纠合30余名宗族人员横行乡里、
称霸一方。

秀山公安高度重视，迅速成
立专案组开展侦查工作。为了彻
底铲除该宗族涉恶犯罪团伙，秀
山公安广泛宣传发动，鼓励有奖
举报，多措并举，缜密侦查，进一
步深挖发现了彭某等人涉嫌寻衅
滋事及煽动不明真相村民多次围
堵、阻碍公职人员履行职务等违
法犯罪行为。

办案民警还查明，彭某等人
以土地征用赔偿款低、河水权属
等非正当理由，阻碍、破坏一公
司合法承建、经营的凤鸣加水站
正常营业，随后将凤鸣加水站强
行霸占自行非法经营，非法获利
700余万元。8月28日，秀山公安
精心组织集中收网行动，一举将
彭某等30余名犯罪团伙成员全部
抓获。

秀山公安打掉
一个农村宗族涉恶势力犯罪团伙

包茂高速界石至水江段施工管制

线路这样分流
10月22日

至明年1月16日

本报讯 （记者 杨骏）10月 16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城投集团了解
到，嘉陵江牛角沱大桥（下称嘉陵江大
桥）应急抢险工程完成桥面系改造，于
17日零点正式通车，向社会车辆开放，
比原计划通车时间提前22天。

16日晚上10时50分，重庆日报记
者在现场看到，从上清寺转盘前往嘉陵
江大桥桥头位置，施工方已提前就位，
为大桥通车做准备。大桥的一、二车道
处于通行状态，三、四道则用水马封闭
了起来。

晚11时，现场的施工人员正式封
闭了嘉陵江大桥，并开始拆除围栏、护
板、禁令标志等施工设施。大约20分
钟后，大桥路面的施工维修设施便基本
拆除，仅剩大桥两端匝道留有水马围
挡，以阻挡相关车辆。

17日零点，随着施工人员拉开围
挡，排在嘉陵江大桥前的汽车有序驶入
桥面，标志着禁行170多天的嘉陵江大
桥正式解除禁行，向社会车辆开放。

据了解，目前，嘉陵江大桥应急抢
险工程完成了桥面系改造，具备通车条
件。考虑嘉陵江大桥对主城区交通的
重要性，重庆城投集团将大桥施工情况
上报于相关部门，获得批准后，于17日
零点正式通车。

重庆城投集团方面还表示，目前，
大桥三、四车道方向的人行道还处于封
闭阶段，只有另一侧的人行道可供行人

通行。大桥相应后续工程，施工方将抓
紧工期，尽快完成。

又讯 （记者 周尤）10月16日，市
公安局交巡警总队发布消息称，嘉陵江

大桥车行道整治施工完毕，经市政府
批准同意，施工期间采取的交通限制
措施解除，时间安排如下：

10月17日零时起，嘉陵江牛角沱

大桥禁止社会车辆通行措施解除；
10月 17日 7时起，嘉华大桥、渝

澳大桥、黄花园大桥尾号限行措施解
除。

嘉陵江大桥整治施工结束全面通车
嘉华大桥、渝澳大桥、黄花园大桥今晨取消“限号”

嘉陵江大桥应急抢险工程完成桥面系改造，10月17日零点正式通车倒计时。 记者 夏琳 摄

（重庆高速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