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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曾立）主城“三
北”（渝北、江北、原北部新区）地区有
了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7月10日
上午，占地100余亩的海领（临空）国
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启动试营业。相比
于过去到双福国际农贸城，“三北”地
区的商户批发农产品将更加方便，运
输成本将大幅降低。

海领（临空）国际农产品交易中
心位于渝北空港，是市商务委批准建
设的二级农产品批发市场、我市“十
三五”规划重点工程，也是“三北”地
区唯一含有进口农产品批发功能的
综合性农产品批发市场。项目投资
5亿元，占地100余亩，总建筑面积8
万平方米，其中交易市场面积6万平
方米，冷库容量1万吨，包含水果、冻
品、干副、蔬菜、水产、肉类等多业态、
上万种农副产品类型。

“有了这个农产品交易中心，我们
方便多了。”现场正在购买调料的李明
说，他在空港开了一家肥肠鱼店，以前
都是到双福去买大蒜、姜、辣椒等调味

品，跑一个往返差不多120公里，买
100斤大蒜，几天就用完了，每个月要
跑六七趟，“现在不仅运输成本降低，
还不需要囤货，随时都可以来买，食材
更新鲜”。

据了解，因紧邻保税港区，海领
（临空）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还专设了
进口农产品区，面积约 1万多平方
米。“进口农产品区域预计今年10月
可建成投用，届时将上架来自世界各
地上千个品种的农产品，其中仅海产
品就有上百个品种。”海领（临空）国际
农产品交易中心相关负责人说。

重庆日报记者在现场看到，除了
进口农产品区域还在装修外，其余区
域均已建成投用，已签约入驻商户
400余家。据介绍，预计到2020年，
海领（临空）国际农产品交易中心入驻
商户将超过700家，年交易额突破80
亿元，货物吞吐量达到100万吨，提供
就业机会上万个，将成为主城北部地
区规模最大、品种最全的一站式农副
产品集散中心和物流转运基地。

方便江北渝北等地“菜篮子”

海领（临空）国际农产品
交易中心试营业

本报讯 （首席记者 周尤 实
习生 袁凯）7月10日，由市委宣传
部、市文明办、市委教育工委、市教
委、团市委、市社科联、市学联共同举
办的重庆大学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百千
万”集中宣讲活动暨 2019 年“三下
乡”社会实践活动出征仪式在重庆科
技学院举行，市内高校团委书记代
表、市级重点团队指导教师及学生代
表共计1000余人参加活动。

据了解，今年“三下乡”社会实践
活动设有四大特色重点团队：一是由
一百多支重庆大学生队伍组成的、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
话精神的“百千万”集中宣讲团队；二
是“万名学子助脱贫”青年大学生暑期
脱贫攻坚助力行动团队；三是由市内
高校和中职学校组建的“专业教师+

青年大中专学生”服务乡村振兴实践
团队；四是由市内高校和中职学校组
建的“大美重庆·青春晒”乡村旅游宣
传推介活动实践团队。此外，今年“三
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还围绕理论普及
宣讲、历史成就观察等10个方面，组
建了全国、市级、校级、院级等专项团
队，赴30多个省份开展社会实践活
动。

出征仪式结束后，来自市扶贫办、
市团校的专家教授为实践团队成员授
课，着力提升“三下乡”社会实践的针
对性和实效性。

团市委有关负责人介绍，实践
结束后，主办方还将举办“脱贫攻
坚·青春榜样”典型人物寻访暨故事
分享大赛、优秀调研报告评选大赛，
引导青年学生投身重庆改革发展的
宏伟事业。

“百千万”集中宣讲活动暨2019年
“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正式启动重庆北站南广场封闭改造

2021年重庆北站将实现南北广场联通，铁路、公交、轨道同站换乘

在南广场改造期间，如果
有不小心走错了路，需要从重
庆北站南广场前往重庆西站、
重庆站的旅客，可选择以下公
交出行方式：

1.需要从重庆北站南广场
前往重庆西站的旅客，可在重
庆北站南广场公交枢纽站3号
站台，乘坐473路到达重庆西站
公交枢纽站（运行时间6点～23
点，班次间隔8～15分钟）。

2.需要从重庆北站南广场
前往重庆站的旅客，可在重庆
北站南广场公交枢纽站9号站
台，乘坐 439 路到达菜园坝火
车站（运行时间7点～21点半，
班次间隔5～15分钟）。

本报讯 （记者 崔曜）7月 10日
零时起，重庆北站南广场启动封闭改
造。改造工期预计将持续到2021年1
月，届时重庆北站南北广场将实现互联
互通，轨道、铁路、公交等多种交通方式
将无缝衔接。

新建高架站房和地下城市通廊

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对重庆
北站南广场进行改造施工，就必须封闭
目前正在运营中的既有渝怀场铁路线路
和既有南站房，大量客运业务需要转
场。此前，受重庆铁路枢纽既有通过能
力的制约，还不具备封闭重庆北站南广
场的条件。随着重庆西站投用，重庆铁
路枢纽接发能力大幅提高，也为南广场
改造提供了可能。

另一方面，目前使用的重庆北站南
站房及南广场无法满足市民出行需求。
南站房及南广场于2006年建成，站房规
模较小，建筑风貌、站房规模、功能布局
与重庆北站的功能定位、规模无法匹配，
旅客进出站设施也不完善。

按照设计方案，此次封闭改造将新
建高架站房和地下城市通廊，使南、北广
场互通。届时，旅客从南、北广场任意一
边都可以进入重庆北站乘车，到站旅客
也可通过地下城市通廊换乘其它各种交
通工具，实现铁路、轨道、公交的零距离
换乘。

旅客购票请看清列车站点调整

重庆北站南广场封闭后，共有30对
列车的停靠站点需要调整。

重庆火车站提醒，选择在12306等
网络平台购票的旅客，应留意网页上显
示的具体车次停靠车站；选择在窗口购
票的旅客，拿到车票后，留意车票上显示
的车站和右上方的进站信息。

重庆北站综合管理局、重庆火车站
已在北站南广场站前广场、售票厅、进站
口以及轨道出口等显眼位置，利用立牌、
广播、电子显示屏等方式增设南广场封
闭的公告以及各站间常见换乘方式提
醒。

重庆西站已做好列车转场运力保障

根据调整方案，17对列车将由北站

南广场转至重庆西站始发，西站已启动
转场应对工作。重庆西站管委会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今日西站客流量约在12.5
万左右。早上7点30是始发的高峰，预
计到晚上7点和12点会迎来另一个小
高峰。

市交通局综合运输处副处长李正告
诉重庆日报记者，目前已做好了列车转
场的运力保障。

目前，西站有16条公交线路，200
多辆公交车来回穿梭，还有1500辆“雷
锋的士”出租车随时可以投用。“最后一
班列车到达20分钟后公交车才收班，我
们还将优化西站到重庆图书馆的线路，
加强西站与轨道交通的接驳。”李正建议
旅客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减轻附近的交
通压力。

目前，重庆西站电子地图数据已更
新，旅客可通过高德、百度、腾讯等导航
软件准确定位。在枢纽内部进出站口、
出站大厅，以及公交、长途、出租车乘车
点、车库等位置优化引导标志，进一步方
便旅客进出站。其中，地面广场人行通
道、地下停车场、外围道路标志标牌均已
优化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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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至重庆西站17对
包括重庆北～北京西Z96/5次、重庆北～
北京西 T10/9 次、重庆北～北京西 K820/
19 次、重庆北-广州 K358/5 K356/7 次、
重庆北-广州 K204/1 K202/3 次、重庆
北-深圳西K835/8/5 K836/7/6次等。

●调整至重庆北站北广场10对
包括重庆北-上海南K73/4次、重庆北-宁
波K1077/8次、重庆北-汕头K687/8次、成
都-广州K194/1等。

●调整至重庆站3对
即重庆北-阿克苏 K543/4 次、重庆北-巴
中 K9412/3/2 K9411/4/1 次、重庆北-南
充K9366/7 K9368/5次。

重庆北站南广场封闭后，共有30对列
车的停靠站点需要调整。其中：

30对列车停靠站点
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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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错去南广场
怎么办？

可选择这些转场线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