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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规划自
然资源局获悉，日前，由市规划自然资源
局牵头、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承担编制的
2018年度《重庆市主城区交通发展年度
报告》（下称《报告》）已全面完成并发布。

《报告》显示，2018年，主城区城市
交通供给结构进一步优化，由轨道交通、
地面公交、山城步道等共同构建的多层
次、多样化的城市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更
好地覆盖了市民的出行需求。

市交通规划研究院副院长高志刚对
《报告》进行了解读。

轨道交通成市内中长
距离出行“主力”

《报告》显示，2018年，主城区轨道交
通新开通环线、4号线，运营里程增加49.1
千米，总里程313.4千米。延续了2017年
以来轨道运营里程快速增长的态势。

根据交通大数据分析，市民采用的
主要出行方式中，轨道覆盖的平均距离
达到12.8 千米，高于小汽车的11.6 千
米。这体现出，主城区的轨道交通已成
为市民中长距离出行的“主力”。

市民陈明家住沙坪坝商圈，工作地点
在冉家坝。他说，环线开通前，他自驾上
班，最长曾花费1小时。环线开通后，陈明
每天的上班时间控制在30分钟以内。

《报告》显示，主城区目前有105千
米轨道线路正在建设，建成后主城区轨
道网络骨架基本形成。

城市交通次支路里程
增幅为历年之最

次支路，即次干道与支路的合称。《报
告》显示，2018年，主城新增城市道路
267.6千米，总长5092.6千米。其中次支
道路增加191.9千米，增幅为历年来之最。

高志刚介绍，次支路往往连接居民
社区与主干道、轻轨站、商圈等，承担起
居民日常出行的任务。

而与次支路建设相辅相成的是，
2018年，主城区地面公交运营线路777
条，同比增加116条，主要承担城市内中
短距离（8公里及以下）出行职责。其中，
社区巴士线路173条，同比增加22条。

这些社区巴士，为周边居民提供了
许多方便。

例如，社区巴士611路串起了渝北区
轨道龙头寺站、轨道黄泥塝站、紫荆商业
广场和周边各小区站点。交通大数据显
示，611路开通后，周边小区居民乘坐社区
巴士到轻轨站和商圈的活动更加频繁。

高志刚表示，随着次支路的不断增加，
社区巴士逐步填补了次支路、社区等短距
离出行的空白，较大地方便了市民出行。

公共交通总方式分担率
近年来首次增长

《报告》还显示，2018年，主城区市
民出行结构发生转变，轨道交通分担率
快速提升，公共交通总方式分担率近年
来首次出现增长。

具体来说，2018年主城区公共交通
日均客运量为732万人次，同比增长30
万人次，较往年增长明显加速。公共交
通分担率58.4%，为近年来首次由降转
增。轨道交通分担率16.3%，同比提升
1.7个百分点，增幅创近年来新高。

此外，主城区轨道日均客运量235.1
万人次，同比增加 31.5 万人次，增长
15.2%。线网日均换乘量82.6万人次，同
比增加21.8万人次，网络效应逐步加强。

“这体现出，重庆的城市交通基础设
施尤其是公共交通基础设施，正出现层
次增加、网络下沉的良好趋势。”

高志刚介绍，对比往年数据，可以看
到2018年“城市提升行动计划”“交通建
设三年行动计划”实施以来，轨道交通正
凸显出城市交通骨干作用，公交车和轨
道分别成为短距离、中长距离出行中覆
盖距离最长的交通工具。对居民而言，
除自驾外，可选择的出行方式更多，步行
体验正在改善。

2018年度重庆市主城区交通发展年度报告发布

城市交通供给结构进一步优化
本报记者 申晓佳

本报讯 （首席记者 陈钧 实
习生 彭瑾）5月26日，重庆日报记
者从两江新区（自贸试验区）法院获
悉，该院制定出台了《服务创新驱动
发展切实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
指导意见》（下称《意见》），以充分发
挥知识产权激励和保护创新、促进科
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职能作用，助推
两江新区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

该《意见》包括13条措施，涵盖
创新成果保护、规制不正当竞争、优
化损害赔偿计算等具体领域。其中，
在创新成果保护方面，该法院将依法
借鉴国际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先进经
验，着重保护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
能等科技创新成果，提升重庆创新企
业的国际竞争力。

同时，该法院也将发挥司法审判
在共建“一带一路”中的规则引领作
用，引导地方传统制造业主动调整结
构，注重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品牌

创新，向高质量发展、强竞争力、可持
续的现代产业转型升级。

此外，针对商业诋毁、虚假宣传
等不正当竞争和破坏市场竞争规则
行为，该法院还将加大对数据库、数
据类商业秘密等数据知识产权的保
护和对侵犯数据知识产权行为的规
制，以妥善处理涉及商业模式创新的
不正当竞争案件，护航新兴产业的发
展。

据悉，作为全国首家覆盖自贸试
验区全域的专门化法院，两江新区
（自贸试验区）法院于2018年12月
正式挂牌。截至今年一季度，该法院
累计受理案件7147件，新受理案件
数量位于重庆基层法院前列。

下一步，该法院还将以“铁路订
单”为突破口，探索陆上贸易新规
则，为中国（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
的发展提供相对应的司法配套服
务。

两江新区法院出台意见服务创新驱动发展

13条措施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彭瑜）5
月24日，渝北区在北京中关村与中
国软件行业协会签署合作协议，共建
软件产业生态圈。同时，渝北区还在
中关村举行了主题为“智汇渝北·软
见未来”的软件产业招商推介会（北
京专场），与神州光大、用友网络等10
多家知名软件企业签约，总投资约20
亿元，将带动实现产值100亿元。

一直以来，渝北区高度重视软件
产业发展，以仙桃国际大数据谷为载
体，先后引进了华为、中软国际、文思
海辉、新致软件、中冶赛迪等软件龙头
企业，通过打造华为“软开云”、云上软
件产业园、汇智学院、金融云平台等
公共服务平台，初步构建了“软件系
统平台+发包平台+产业应用+人才
培养”产业生态基础，成为重庆最具
规模的软件产业基地。

通过本次招商推介活动，渝北区
软件产业“朋友圈”又新增多个“朋
友”——渝北区政府与中国软件行业
协会、市软件行业协会签约，将在软
件产业名园规划、人才输送、科研合
作、资源共享方面开展合作。同时，
中国软件网、用友网络、本邦科技、神

州光大、九章信息、一铭软件、盛世光
明、易华录、纸贵科技、掌中经纬等国
内知名软件企业与渝北区签订合作
协议，将落户渝北开展云服务、软件
开发、智慧城市、数字营销、平台搭建
等业务，携手共建软件产业生态圈，
总投资约20亿元。

据透露，渝北区计划通过3-5
年时间，在重庆仙桃数据谷聚集2万
名以上软件开发人才，重点打造5个
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平台，培育10家
国内知名软件企业，集聚100家软件
企业、1000家行业企业，使软件年产
值超过500亿元，带动2000亿元相
关产业发展，构建软件产业生态圈，
将渝北区打造成国内知名的软件名
城，同时着力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
能，为重庆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发展增
添新动力。

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相关负责人
表示，中国软协将发挥产业资源优
势，支持引导会员企业积极落户渝北
区，大力帮助渝北区引入软件基础设
施和行业专家资源，提升渝北区在软
件设计开发、大数据应用、人工智能、
智能制造等方面的科研和创新能力。

渝北与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签约
共建软件产业生态圈

10多家软件企业签约落户渝北 总投资约20亿元

5月26日，随着2018年度《重庆
市主城区交通发展年度报告》出炉，通
过交通大数据分析，为居民提供了一
份出行指南。

该指南显示，2018年，主城区工
作日的居民出行从早6点开始，8∶30
达到峰值（早高峰）后逐渐下降，12点
左右为日间出行低谷，16点起出行量
再次增加，在18:30左右到达第二个
峰值（晚高峰）后再次逐渐下降。

乘小汽车的出行时间特征为：
7∶30-8∶00之间达到出发峰值（约占
监测到全天出发小汽车总量的8%左
右）；17∶00-17∶30之间达到出发峰
值（约占监测到全天出发小汽车总量

的9%左右）。
乘轨道的出行时间特征为8点左

右出行达到峰值，18点左右出行达到
峰值。

而在周末，10∶30是全天出行较为
集中的时刻，之后出行量基本保持平稳，
直到19点后开始下降。周末出行也没
有明显的早晚高峰，总体保持平稳。

周末主城区居民爱去哪？交通大
数据显示，商圈景区中，内环快速路西
环立交至高滩岩立交、真武山隧道运
行压力较大；主次干道中，解放碑、观
音桥、时代天街、三峡广场以及南山周
边道路运行压力较大；桥梁中，石门大
桥、嘉华大桥、渝澳大桥、黄花园大桥、
千厮门大桥往渝中区方向过江压力较

大。其他道路则较为畅通。
如今，成为旅游热门地点的重庆，

哪些景点、哪些时段最“打挤”？
交通大数据显示，2018年的重要

节假日期间，洪崖洞、解放碑及朝天门
景区人流主要以夜间旅游观光为主。
夜间时段（19点至23点）进出景区的
游客数约占全天游客总数的一半，其
中洪崖洞夜间游客比例最高，占全天
客流总数的50.2%，朝天门景区夜间
游客占比48.0%。

磁器口及歌乐山烈士陵园景区人
流主要以白天旅游观光为主。白天时
段（9点至18点）进出景区的人数占全
天总人数的83%。

交通大数据告诉你

何时出行交通压力最小
本报记者 申晓佳

本报讯 （记者 仇峥）5月24
日，上海绿驰汽车与长安汽车在重庆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长安汽车将利
用长安铃木第二工厂为绿驰汽车生
产纯电动SUV。

根据协议，长安汽车将利用长安
铃木现有制造能力为绿驰生产电动
汽车。预计今年第四季度，首款量产
紧凑型纯电动SUV绿驰M500（内
部代号）将上市预售。

绿驰汽车成立于2016年，被称
为“造车新势力”之一。

长安铃木于1993年由长安汽
车、日本铃木、铃木中国三方持股成

立。2018年9月，长安汽车完成相
关收购，持有长安铃木100%股权，
并着手推进长安铃木的转型升级。
近期，长安铃木成立了长安汽车研究
总院长铃研究院，开始研发智能网联
技术和产品。

长安汽车表示，此次通过与绿驰
汽车合作，一方面可以解决长安铃木
部分存量产能，另一方面，随着与“造
车新势力”合作，也将加深其对新行
业、新业态的认识，积累AI（人工智
能）、网联、自动驾驶等领域的经验，
为完成企业向新能源、智能化转型做
好布局。

长安汽车牵手上海绿驰打造新能源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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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切实做好防汛应急管理工作
各区县应急管理局贯彻落实市委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领导小组会议及市委五届六次全会精神

5月23日，市应急管理局召开局党组
扩大会议，学习贯彻落实市委五届六次全
会精神。汛期在即，为做好今年防汛工
作，市应急管理局及各区县应急管理局要
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坚决打好防范化解重
大风险攻坚战领导小组会议、市委五届六
次全会精神，早安排、早部署，立足于“防
大汛、抗大险、救大灾”的工作思路，层层
压实责任、细化防范措施，全力做好防汛
各项准备工作，切实做到隐患排查到位、
预案完善到位、物资装备到位、力量配置
到位、工程措施到位。

巴南区成功应对“5·18”暴雨灾情

5月18日01时至06时，巴南区出现
了较强雷雨天气，雨量普遍大到暴雨，局
地大暴雨。

巴南区应急管理局迅速牵头，各有关
镇街和区级有关部门积极配合，采取应对
措施。针对东温泉、接龙、安澜、圣灯山等
地受灾严重的情况，区应急管理局分组对
受灾抢险救援和救灾工作进行实地指

导。同时，联合区供销社、接龙镇政府、接
龙派出所对接龙镇太平烟花爆竹仓库受
灾情况进行全面排查，并对安全管理和应
急处置工作进行了具体安排部署。此次
抢险有3300多人参与，出动抢险舟2艘、
运输设备2854班次、用编织布0.22万平
方米、救生衣60件等物资，共消耗折算资
金约122.78万元。受灾严重的有接龙、圣
灯山、安澜、石滩等10个镇街的95户村民
和186间房屋，受灾人数7000余人，紧急
分散转移安置了49人，成功营救被困洪
水中的群众3人，未造成人员伤亡。

梁平区合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

梁平区应急局、水利局、防汛办担当
责任，合力做好防汛各项工作。面对今年
防汛抗旱任务异常艰巨复杂的情况，提前
安排统筹部署，并落实全区76座水库的

“三个责任人”、18个重点临河场镇的防
汛行政责任人，督促水库防汛“行政、技
术、管护”三个责任人履职尽责。

从今年2月始，梁平区深入开展汛前

检查和隐患整改，各乡镇、各水管单位对
所辖范围内的水利工程、临河场镇、重要
堤防、水电站等山洪灾害易发区进行了

“拉网式”全面自查，并上报了自查报告和
防汛检查登记表。组织工程技术人员对
全区山洪灾害易发区及自查中存在安全
隐患的水利工程进行了重点检查。针对
检查发现的问题，应急局制定了整改措
施，并落实整改责任到人，限期进行整
改。对全区重点临河城镇、山洪灾害易发
村，都逐一落实防范措施，确保度汛安
全。据悉，今年，梁平区财政安排资金
100万元用于区防办防汛物资储备及工
作经费。

武隆区四到位抓好安全防范工作

宣传活动开展到位。组织区卫生、气
象、区住房城乡建委、水利、林业、消防等
部门集中开展“防灾减灾”宣传活动以及
进校园、防震减灾网络知识竞赛宣传，确
保宣传到位全。

开展应急演练活动到位。对全区

347处地灾隐患点逐一开展应急演练，并
明确了撤离路线、预警信号、避难等防灾
措施。在天生三桥景区开展内燃观光车
事故应急救援演练，确保游客安全。

应急预案修订到位。对全区3座中
型水库、27座小型水库洪水调度方案及
水库大坝安全管理应急预案、2个市级风
险点、10个区级风险点防汛应急预案进
行修编审批。各水库均落实了度汛安全
措施，并与乡镇建立了上下联动机制和汛
期值守巡坝巡库制度。

隐患排查整治到位。集中开展地质
灾害、建筑、汛前、森林防火、消防、环境安
全、重点商场、危化企业等领域专项隐患
排查，集中整治安全隐患，检查生产经营
建设单位1500余家次，排查隐患4000余
条，专项整治工作取得了一定实效。

垫江县加强隐患排查减轻灾害风险

垫江县加强隐患排查切实减轻灾害
风险，各部门针对洪水灾害、地质灾害、森
林火灾等易发、频发的自然灾害，深入查

找灾害风险隐患和防灾减灾薄弱环节。
通过“大排查、大整治、大执法”倒逼企业
落实企业主体责任，针对排查发现的一般
性安全隐患，及时组织整改，做到立查立
改；对短期内难以完成整改的，督查企业
制定“五定”整改方案，明确整改责任人和
整改期限，确保整改到位；充分利用风险
管理信息系统平台，将排查出来的风险隐
患点、危险源及时录入系统，加强风险评
估，科学制定防控措施和治理方案，并根
据风险变化情况及时更新。

按照“统一规划、分类指导、分级负
责、动态管理”的原则，根据不同层级、不
同类别应急预案的特点，修编各类应急预
案，重点体现操作性和实用性。充分运用
风险管理成果，针对风险源、隐患点，编制

“一对一”应急预案或完善、细化防控措
施，切实做到“一源一事一案”，并将预案
作为应急培训重点内容，广泛普及宣传。
积极开展应急演练，各部门深入社区、农
村、学校、企业、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应急
演练。

苏崇生 韦开平 候祥龙 吴波 洪果

消防救援消防救援：：119119 森林消防森林消防：：1211912119

安全生产举报投诉安全生产举报投诉：：1235012350

重庆应急 应您所急

数读2018主城区交通

（数据来源：市规划自然资源局）

轨道
轨道交通新开通环线、4号

线，运营里程增加49.1千米，总
里程313.4千米。

地面公交

新开通公交优先道92.9千
米，总里程105.4千米。主城区
地面公交运营车辆 9216辆，同
比增加 128辆。运营线路 777
条，同比增加116条。

城市道路

城市道路新增267.6千米，
总长5092.6千米。其中次支道
路增加191.9千米，增幅为历年
来之最。

停车设施
主城区现有停车场（点）、停车

位同比分别增加 330处、21.42
万个，停车场（点）总量为 5143
处，停车位总量为152.08万个。

管理措施
主城区共有交通信号灯

1530套，同比增加 70套；共有
电子警察 1445套。2018年主
城各区继续开展精细管理，开展

交通组织优化共64处。

铁路

全市运营总里程 2371 千
米，其中高速铁路总长 381 千
米。重庆西站、沙坪坝站年初投
入运营，渝湘高铁、重庆东站枢纽
工程开工建设，全市铁路建设继
续加速。

航空
巫山机场已竣工并开展飞行

校验，预计2019年通航；武隆机
场加快建设；万州、黔江机场扩建
改造。

公路

全市公路通车里程15.7万
千米，其中高速公路通车总里程
3096千米。江习高速公路建成
通车，新开工合璧津、巫镇、大内
等 7 个项目，在建高速公路约

1091千米。

港口
全市港口货物通过能力和集

装箱吞吐能力分别为2.1亿吨、

480万标箱，同比分别增加0.02
亿吨、30 万标箱，增长 1.0%、

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