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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城 12 个长途站无纸化检票乘车
三种在线购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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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2020 春 运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 崔曜）1
月 10日，一年一度的春运正式拉开大
幕。1月9日，市交通局发布消息，春运
期间，全市旅客发送量预计4959万人
次，较去年同比下降1.6%。

今年春节较2019年提前11天，为近

8年来最早的春节，由于学生流、民工流、
探亲流、旅游流相互叠加，将呈现“来得
早”“峰值高”等特点。“从目前来看，今年
重庆市道路客运量呈下降趋势，水运客
流基本持平。民航客运量和铁路客运量
呈上升趋势。”市交通局相关人士表示。

据了解，机场、长途班车、公交等相
关单位已经准备就绪，迎接即将到来的
春运大客流。重庆机场预计将迎送旅客
590万人次，预计起降航班3.86万架次，
春运期间将加密、新开国内外航线。公
交将确保旅客出行需求，主城备有运力

近千辆，还在双休日、春节等期间，延长
部分线路运营时间。重庆交运集团预计
春运期间将发送班次66万余班，预计日
均投入车辆运力 2万余台，并准备了
1000余台各型应急运力。

春运将于2月18日结束。

2020年春运今日拉开大幕
重庆旅客发送量预计4959万人次，相关单位准备就绪保障出行

□本报记者 杨永芹 崔曜

1月9日8时，重庆西站进站自助实
名制验证闸机前，准备乘车到广州的乘
客王女士，将身份证放入闸机插入口，抬
头看镜头，约3秒就完成了人、证的核
对，随着“嘀”的一声鸣响，顺利进站。

“太方便了，至少可以节约3到5分
钟取票时间。”王女士笑着说。

记者打探到，移动支付、刷脸购票各
种智能技术、信息技术运用，让乘客春运
出行更从容、便捷。

出入境：
自助查验通道快速通关

重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已经优化
了“出入境旅客自助查验通道”，旅客可

以可选择自助查验通道。只需扫登机
牌-刷护照-按指纹拍照片三个步骤，最
快10-15秒即可完成出境边检查验手
续。目前，重庆江北机场出、入境边检大
厅各有自助查验通道15条。

飞机：
二维码电子登机牌无纸乘机

春运期间，如果行李不多，乘坐国内
航班的旅客（春秋航空、九元航空暂时除
外），无需打印登机牌，过安检和登机时，
只需出示手机上的二维码电子登机牌，
就可以实现无纸乘机。

若出行，忘记带身份证等证件了，也
可以到重庆机场办理临时乘机证明。旅
客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乘机证明”，按
照步骤完善个人信息、刷脸实名认证，再

输入身份证号码，系统将自动生成电子
临时乘机证明，整个过程只需60秒。

高铁：
电子客票乘车

1月10日起，重庆西、重庆北、万州
北、荣昌北、长寿北、涪陵北、大足南、永
川东、璧山、沙坪坝等重庆市内高铁车
站，均实施电子客票乘车。

购买始发在上述车站的“C、D、G”
字头车票的旅客，不用再换取纸质车票，
只需刷身份证进站，购票、检票、乘车等
环节都变得更加便捷。

旅客进出站时，持购票时使用的
乘车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就可通过
自助闸机完成实名制验证、进出站验
票程序。

轨道、公交：
移动支付“一码通乘”

坐轨道交通、公交出行，不妨来一次
移动支付扫码过闸、乘车出行。乘客无
需提前购票，只需过闸机时打开相应手
机App获取乘车码，直接扫码过闸机。

据介绍，轨道“乘车码”兼具常规公
交支付功能，所以乘坐主城轨道交通、公
交车实现“一码通乘”。重庆移动支付扫
码过闸系统，支持官方App“渝畅行”、
支付宝、微信、银联云闪付客户端。

高速公路：
路况可实时查询

春运期间，重庆市交通运输综合行
政执法总队将重要路况信息植入高德百
度地图，广大市民出行可通过查阅高德
百度地图了解实时路况。

目前，全市高速公路路面已投入
1048块路面可变情报板，实时发布高
速公路路况信息、天气情况和安全提醒
等。

出入境可自助查验 机场“刷脸”通关 高铁推广电子客票

智慧春运让你出行更便捷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月 9
日，重庆交运集团发布消息，预计春
运期间近7成旅客选择公路出行。记
者从重庆交运集团获悉，全市 75个
联网车站自助售票全覆盖，其中主城
12个长途汽车站实现无纸乘车，旅客
无需取票，仅凭身份证就可乘坐长途
班车。

据了解，目前主城共有13个长途
汽车站，其中12个长途汽车站实现无
纸化检票乘车。这12个长途站分别是
重庆汽车站、重庆长途汽车站、四公里
交通换乘枢纽、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
站、重庆北站北广场汽车站、重庆西站
汽车站、陈家坪汽车站、双凤桥汽车站、
龙洲湾汽车站、江南枢纽站、西永交通
换乘枢纽和西部新城汽车站。

为方便乘客购票，今年全市75个

联网售票汽车站，全覆盖自助售票机，
累计投入近500台。如四公里交通换
乘枢纽就有35台自助售票机，红旗河
沟则达到25台。

春运期间，旅客购票很简单：登陆
官方售票网站（www.96096kp.com）、
手机客户端（愉客行）、微信平台（愉客
行重庆市公路客运售票网、小程序）三
种互联网购票方式，方便快速地查询
班车信息，并完成车票预订、在线付
款。

春运期间，长途车站有哪些发车线
路，具体经过哪些站点？记者获悉，目
前主城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重庆北
站北广场汽车站、四公里交通换乘枢
纽、西部新城客运站4个站设有“线路
扫码墙”。即车站针对本站热门线路，
特别制作了线路二维码，实现“一线一
码”，旅客可以扫描对应二维码实现快
速购票。

“旅客无需排队，且可多人同时扫
码购票。”重庆交运集团愉客行公司人
士称。

主城12个长途汽车站无纸化乘车

75个联网车站自助购票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重
庆是山城，河流也较多，冬季易起
雾。1月9日，市交通运输行政执
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五支队发布了
重庆高速路段易起雾路段。

这些路段具体包括：
潼荣高速，潼南南收费站至

古溪收费站路段、三驱互通附近。
G85 渝昆高速：青杠—丁家

路段、邮亭路段、双石立交。
G93 渝遂高速：潼南西—潼

南，铜梁东—大路。
绕城高速：金凤—曾家，江津

长江大桥。
渝泸高速：刁家—白沙。
G5013 渝蓉高速：璧山互通

立交、大庙—围龙、大足东—三
驱。

三环高速：石蟆路段、龙水湖
—双石、拾万—万古。

S21 江习高速：四面山立交
—S21江津省际站。

驾车出行 这些高速路段易起雾
◆◆提醒>>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
1月9日，2020年“站小青”志愿
者服务春运“暖冬行动”启动仪式
在重庆北站北广场举行。志愿者
代表在集体宣誓中表示，将“践行
志愿精神，传播先进文化，服务为
民，助力春运，以‘站小青’的名
义，彰显青春风采。”

今年春运“暖冬行动”的主
题为“青春志愿行·温暖回家
路”。春运期间（1月10日—2月
18日，共计40天），相关行业系统
与全市40个区县（含两江新区、
万盛经开区）的“站小青”志愿者
将在全市火车站、机场、港口码
头、轨道交通站点、客运站、公共

交通枢纽站、旅游景区、高速公路
进出口及服务区等区域，积极开
展咨询引导、秩序维护、便民利
民、医疗救护、应急救援、宣传展
示等志愿服务工作。

今年团市委面向高校学生、
返乡青年、机关企事业工作人员、
青年社会组织，招募、组织5000
余名志愿者参与到春运期间各项
志愿服务中。重庆北站、重庆西
站及部分区县高铁站还将依托

“青少年之家·愉悦行志愿服务
站”开展系列主题活动，如安全自
护教育、亲子互动派对、心理沙盘
游戏等等，部分站点还将设置亲
子志愿服务体验岗。

5000余名志愿者温暖回家路

◆◆购票>>

◆◆打探>>

◆◆服务>>

1月8日，重庆西站，重庆西至上海K4634次加开列车即将发车。
为了最大限度满足旅客春运出行需求，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

限公司采取重联、加开等多种方式，增加运输能力。针对北上广等务
工人员集中的方向，采取加开列车的方式，确保务工人员顺利返乡。

记者 万难 摄

接您回家过年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接受社会监督的公告

序号

X20006

土地位置

沙坪坝区红槽房正街100号宗地

规划用途

原用途

住宅

现用途

住宅

土地面积（㎡）
原面积

424

现面积

424

规划部门确定的总建筑规模（㎡）
原规模

2392.95

现规模

2392.95

规划部门确定的地上或计容
规模（㎡）

原规模

2392.95

现规模

2392.95

应补交地
价款金额
（万元）

27

原土地使用权人

重庆芬斯特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重庆正清物业

发展有限公司

调整依据

该项目为危改安置房项目，已全部竣工验收。现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将该项
目中2392.95平方米的房屋（计容住宅）分摊的424平方米土地的取得方式
由划拨转为出让，补缴地价款。

渝地监告字[2020]2号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对以下宗地予以公告以接受社会监督，公告时间为2020年1月10日9:00－2020年1月14日17:00。若有疑问，请与重庆市自然资源利用事务中心联系。电话：63654101、63654102、63654105（FAX），联系人：朱先生

X20007

X20008

X20009

巴南区李家沱组团C分区C-14-2/
03号宗地

巴南区李家沱-鱼洞组团S分区S4-
1/02、S13-1/02、S5-1/03、S5-3/
03、S13-2/03、S6-1/04、S7-2/04、
S7-4/04、S14/04、S16-1/04、S8-3/
05、S9-2/03、S10-1/04、S10-3/04、
S16-4/03、S15-3/03、S16-5/04号

宗地

南岸区茶园组团F分区F52-3（部分）
宗地

二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商业金融业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商业金融业用地

二类居住用地

7391

437139

48297

7391

437139

48346

14782

950374.98

96594

21184.11

1085262.41

124762.33

14782

777000.6

96594

14782

777000.6

95547.15

12

6

9

重庆梁宁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重庆远域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重庆渝能晨阳置业有限
公司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比例转
换；新明确不计容规模6402.11平方米（其中车库5194.75平方米、配套设施
1207.36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价款。

根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计容建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比例转
换；新明确不计容规模134887.43平方米（其中幼儿园296.91平方米、车库
123108.73平方米、配套设施11309.63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补缴剩余地
价款。

根据《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地字第500108201500030号），建设用地面
积增加249平方米，补缴地价款；该项目已全部竣工，根据房测报告，计容建
筑面积未增加，涉及部分用途比例转换；新明确不计容规模29215.18平方
米（车库28066.08平方米、配套1149.1平方米）不计征地价款。

X20010

X20011

两江新区水土组团B标准分区B84-
5/01、B84-6/01号宗地

江北区观音桥组团J分区J15-3、
J16-1号宗地

住宅、商业、车库

商业商务用地、
居住用地

住宅、商业、车库

商业商务用地、
居住用地

75981.47

49698

75981.47

49698

267355.88

592685.42

267355.88

592685.42

224867.32

399768.05

224867.32

399768.05

1220

42021

重庆两江新区水土高新
技术产业园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

重庆新原兴企业集团有
限公司

该项目系划拨方式取得的农转非安置房项目，现已竣工验收，土地使用权
人申请将该项目中建筑面积267355.88平方米（计容住宅212561.93平方
米、计容商业 12192.1 平方米、计容车库 113.29 平方米、不计容车库
42488.56平方米）分摊的土地75981.47平方米的取得方式由划拨转为出
让，补缴地价款。

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延长土地使用权年限，商业商务用地延长至2059年8月
29日，居住用地延长至2069年8月29日，补缴地价款。

重庆市万州区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拍卖出让公告
万州地交〔2020〕2号

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经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政府批准，重庆市万州区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决定拍卖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具体承办。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地块基本情况、规划设计主要指标及要求：

备注：1.该宗土地上设备和建构筑物的搬迁拆除由中国船舶重工集团衡远科技有限公司按
照《中国船舶重工集团衡远科技有限公司关于上报五桥百安坝厂区搬迁拆除计划的报告》（衡远
规〔2019〕28号）制定的搬迁拆除计划按期实施拆除（详见附件《拆除计划时间表》），并于2020年
12月31日前完成全部搬迁拆除，将土地交付竞得人，若因搬迁交地造成的纠纷和经济法律责任
由中国船舶重工集团衡远科技有限公司全部承担，并负责协调解决。

2.竞得人应在该宗土地上无偿配建幼儿园一所（18班，用地面积不小于5400平方米，建筑面
积不小于5400平方米，移交标准为清水房），竣工验收后无偿移交重庆市万州区教育委员会或重
庆市万州区政府指定单位，配建幼儿园建筑面积不纳入该宗出让土地容积率核算。幼儿园建设
应与对应住宅项目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交付使用，并应于交地后3个月内开工，按土地出让
合同约定时间按期竣工。

地块
编号

wz2020
-12-2

土地位置

百安坝街
道百安大
道范围

土地面
积(m2)

90013

土地
用途

二类居住
（R2）

主要规划指标

容积率：≤2.5（计容建筑
面积≤225032.5平方米）

建筑密度：≤40%
绿地率：≥30%

建筑限高：≤80米

出让
年限

70年

起始价
(万元)

41631.0125

竞买保证
金(万元)

12500

二、竞买人资格要求：
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
竞买，但欠缴本区土地出让金的单位
和法律法规、规章等另有规定以及该
宗地拍卖出让文件限制的除外。本
次出让可以独立竞买，也可以联合竞
买。

三、竞买申请程序
（一）交纳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须于2020年2月10

日14:00前汇入以下账户（以到账为
准）：

开户单位：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

开户行：重庆三峡银行天城支行
账号：0217016430000038
（二）递交书面竞买申请
已交纳竞买保证金的竞买申请

人，须于2020年2月10日14:00至
15:00，向我中心提交书面竞买申

请。申请资料的具体要求详见拍卖
出让文件。

以竞买保证金足额到达我中心
指定账户且我中心收到齐备的竞买
申请文件查验审核通过为准，过时不
再受理。

本次出让不接受邮寄、电子邮
件、电话或口头申请。

四、拍卖时间和地点：2020年2
月10日15：00在重庆市万州区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

五、若截止到2020年2月10日
15：00，竞买人不足2人的，则该宗地
直接转入挂牌。挂牌时间自2020年
2月11日10:00至2020年2月20日
15:00（法定工作时间）。挂牌地点
在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
心。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顺
延至2020年2月20日14:00，提交
申请时间为2020年2月20日14:00
至15:00。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七、土地成交价款的支付时间：
1.在土地成交后1个月内付50%

（含竞买保证金扣除交易服务费用后
抵作的地价款）。

2.其余价款在土地成交后2个月
内付清。

八、本次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见拍卖出让文件，可登录重庆市
万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信息网(网址：
http://wzggzy.wz.gov.cn)查阅或
下载。

九、联系方式
地址：重庆市万州区周家坝天城

大道709号闽天会展中心三楼
联系人：鲁老师

联系电话：（023）58332117
58203136(财务科)

重庆市万州区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0年1月9日

序号

一、设备
类及废旧
物资处理

二、建构
筑物拆除

三、重庆
汇丽建材
公司搬迁

四、对外
租赁幼儿
园搬迁

五、厂区
对外租赁
户搬迁

工作内容
设备及废旧物资清理并完成资产评估。

公司内部党委会讨论
上报集团公司审批处置方案

报联交所交易
清理出厂区

建构筑物资产清理及评估
制定拆除方案（包括安全方案相关部门备案）

公司内部上党委会讨论
上报集团公司审批

拆除招标（包括公示期）
拆除清理

1.搬迁方案报上海公司董事会；2.厂房改造方案设
计，改造项目备案，报经开区建管局、应急局、环保
局审批等；3.搬迁实施

指定专班专人负责谈判搬迁及赔偿事宜（注：租赁
合同到期日2022年8月，违约提前搬迁公司赔偿
350万元）

1.重庆稳固人防有限公司搬迁

2.重庆无名机械有限公司搬迁

完成时间年月
2019.11.25-2020.1.20
2020.1.24-2020.2.7
2020.2.10-2020.3.10
2020.3.15-2020.3.31
2020.4.1-2020.4.30

2019.11.25-2020.1.10
2019.11.25-2019.12.30
2020.1.5-2020.1.15
2020.1.20-2020.2.28
2020.3.1-2020.3.31
2020.4.3-2020.8.30

2019.11-2020.9

2020.12

2020.12.20

2020.10.20

拆除计划时间表

制图/乔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