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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月
1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人代会上获
悉，今年我市将启动第四期轨道交通
建设计划，总里程229公里。

市人大代表，重庆轨道集团党委
书记、董事长王峙透露，今年重庆轨
道交通6号线支线二期和1号线朝天
门-小什字段，将建成通车。同时，力
争5号线一期大石坝-跳磴段和环线
华龙-重庆西站-凤鸣山段建成。

6号线支线二期工程起于6号线
支线一期悦来站，止于沙河坝站，线
路长度约14公里，设车站7座，草家
湾车辆段1座。目前，项目土建工程
已基本完工，车站后期工程已于近期
进场实施。

1号线朝天门-小什字段起于渝
中区朝天门站，止于小什字站，建成
后，将与已通车的1号线贯通运营。
线路全长约1公里，设朝天门车站1
座。

今年，我市将启动第四期轨道交
通建设计划，总里程229公里。

第四期轨道交通建设计划包括
如下项目：4号线西延伸段（盘桂路-
大石坝-民安大道）、6号线延长段
（重庆东-玉马路-茶园）、18号线（原
5A线，富华路-重庆站-小什字），为
中心加密线。

7号线（金凤-白市驿-物流园枢

纽站）、17号线（石家院子-金凤-物
流园枢纽站）、8号线（重庆东-郭家
沱-干坝子）、24号线（鹿角北-重庆
东-广阳湾），都属于两槽加速线。

此外还有两条轨道快线15号线
（曾家-T3 航站楼-两江影视城）和
27号线（璧山-重庆站-重庆东）。

王峙表示，重庆市第四期轨道交
通建设计划正在上报国家发改委进

行审批，批准的规模和具体的项目以
国家批复为准。

目前，重庆轨道集团正在制定建
设任务分解表，提前消化和研究相应
线路的工程可行性文件，组织对部分
线路进行现场查勘，做好前期开工准
备工作。

另外，为提升重庆轨道品牌效
应，重庆轨道集团已在全线选取小什

字、五里店、唐家院子、铜元局、袁家
岗5个车站打造示范车站，增设了一
批座椅等便民服务设施；全市170个
轨道车站，已完成137个车站雨棚安
装工作。

目前，重庆已营运轨道通车里程
329公里,在建线路192公里，轨道交
通换乘系数随着线网建设正逐年提
高。

第四期轨道交通建设计划今年启动
涉及9条线路总里程229公里

会外连线

二维码扫一扫 垃圾变废为宝

重庆供销助力“无废城市”建设

近年，随着我国城镇
化进程的逐步加快和人
民生活消费水平的不断
提高，“垃圾围城”渐渐成
为许多城市发展的“痛
点”。

如何防治污染，消除
“痛点”？去年4月，生态
环境部正式发布“无废城
市”建设试点名单，重庆
等“11+5”个城市入选，
垃圾分类成为其中重点
工作之一。

重庆再生资源集团
作为我市供销系统的老
牌企业，半个多世纪以来
一直致力于对各种工农
业废弃物及生活垃圾的
回收利用。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重庆再生资源集
团正全力打造垃圾分类
收运处理体系，以进一步
提升垃圾分类“前端”投
放、“中端”转运和“末端”
处理能力，助力我市“无
废城市”建设。

抓宣传
从人人知晓到自觉投放

在山城的大街小巷爬坡上坎，手持
大麻袋，背着喇叭回收废品，这样的画
面是老重庆人熟悉的供销社再生资源
回收场景。如今，在“无废城市”建设
中，再生资源系统正发生着深刻的变
化。

“剩饭剩菜、骨头鱼刺都含有水分，
容易发酵腐烂，属于厨余垃圾，千万不
要和普通垃圾一起处理。”“废纸箱是可
回收的，投放在纸类这个口，可以扫描
兑换积分哟！”……1月10日，在大渡口
区秋实花园小区的再生资源回收服务
站，两位统一着装的工作人员正在讲解
垃圾分类知识，小区居民围在一旁，听
得饶有兴味。

两位小伙子是重庆渝供环境科技
公司的垃圾分类宣传员，这样的宣传课
堂定期在市内多个住宅小区铺展开来。

为助推“无废城市”建设，去年5

月，重庆再生资源集团成立重庆渝供环
境科技公司。9月，集团在渝中区竞地
城市花园、江北区阳光100小区和寰宇
天下、大渡口秋实小区及大坪街道多个
居民社区启动了垃圾分类示范小区建
设项目。

“垃圾分类需要群众自觉参与，作
为实施单位，我们正在政府的指导和有
关部门的支持下，对群众进行宣传引导
并配备各种分类回收设施，让他们养成
精准分拣和投放垃圾的良好习惯。”重
庆市供销合作社相关负责人谈到。

数月来，重庆再生资源集团在各示
范小区设置了大量宣传栏和宣传展板，
以形象生动的图文向居民们普及垃圾
分类知识，树立生态文明理念。

同时，大渡口区城市管理局与再生
资源集团携手设立了多处垃圾分类示
范点并发放指导手册和各种小礼品；渝
中区大坪街道引导企业工作人员在小
区居民中发动志愿者，走家串户指导如
何垃圾分类；大渡口区春晖路街道邀请
企业在小区幼儿园开办生动有趣的环

保知识课堂，“小手拉大手”带动家庭成
员养成垃圾分类好习惯……通过各种
形式多样的活动，让更多的社区居民了
解垃圾分类、参与垃圾分类。

截至目前，仅在渝中区竞地城市花
园，重庆再生资源集团就已设置垃圾分
类宣传展示栏、宣传指示牌等宣传设施
60余组，小区居民垃圾分类知晓率达
100%、参与率达60%，投放准确率不
断提升，其他示范小区已基本实现知晓
率100%、参与率达35%以上，小区居
民们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乱投垃圾的
行为越来越少，逐渐形成了良好的社会
风气。

“各区政府对垃圾分类工作都有严
格的考评制度，而完成目标要从源头做
起，不能只靠政府职能部门‘一头热’，也
需要企业的积极参与和群众的主动配
合。”渝中区城市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携手有关企业加大宣传力度，把垃
圾分类工作做得更细致、更深入，进一步
提高社区居民的知晓率、参与率和投放
准确率。

建体系
从“智能回收”到资源利用

江北寰宇天下小区是一个建成于
2016年的大型社区，目前入住居民已
达1300余户。

走进小区，除了整洁的公共空间和
绿化环境，小区步道旁的智能垃圾回收
箱也十分亮眼，并列一排的金属箱体分
别标记“金属”、“纸类”、“玻璃”、“易腐
垃圾”、“有害垃圾”等图案，小区居民只
需选择投递的废物品类，打开APP扫
描二维码，把垃圾正确投进回收箱，随
即自动记重，同步积分，积分则可用于
兑换各种生活用品，十分便捷。

据了解，重庆再生资源集团已在寰
宇天下、竞地花园等小区试点智能垃圾
分类系统，结合互联网、二维码技术，实
现了垃圾投放有源可溯、分类效果有评
有奖，使得居民们进行垃圾分类的积极
性大大提高。

“垃圾分类是一个系统工程，分类
投放只是‘前端’工作，‘中端’转运和

‘末端’处理一个也不能少。”据重庆市
供销合作社相关负责人介绍，全市垃圾
分类工作启动后，重庆再生资源集团不

断加大投入，从运输车辆配套、终端分
类处理入手，全力打造垃圾分类收运处
理体系，以更好地进行资源回收再利
用，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前，集团已购买了符合运输标准
的密闭型专用回收车并建立了多条收
运线路，均配备专业的回收人员和统一
的称量衡器进行定时定点回收，在不影
响市容市貌和居民生活的同时做到了
高效回收、高效转运。

同时，为提升垃圾分类“末端”处理
能力，提高再生资源利用率，重庆再生
资源集团正在筹建一个大型综合再生
资源分拣集散中心，中心位于大渡口区
渔秋浩码头，交通便利，配套完整，连接
大渡口、九龙坡及巴南区，同时远离居
民区，为可回收物进场及二次转运等提
供了多条便捷通道。

据悉，该项目已完成市场调研并形
成可行性研究报告，正处于项目立项和
厂房改建设计、设备采购准备中。项目
建成后，将构建起包括分类回收、废物
处置、资源利用的垃圾治理全流程体
系，让不同种类和用途的垃圾“各归其
所”，为重庆“无废城市”建设再添动力。

陈磊
图片由重庆市供销合作总社提供

社区居民将垃圾正确分类投放智能垃圾回收箱社区居民将垃圾正确分类投放智能垃圾回收箱

密闭型专用回收车定时定点收运社区垃圾密闭型专用回收车定时定点收运社区垃圾

□本报记者 杨永芹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构建
综合交通枢纽为目标推进基础设施
互联互通。坚持以轨道交通引领城
市发展格局，推动“三铁”融合，完善
现代综合立体交通网络,重点构建

“五张网”。
如何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1

月14日，重庆日报记者邀请市交通
局相关负责人进行了解读。

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称，2020
年，重庆将抢抓国家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建设和重庆作为交通强国
试点城市的契机，科学谋划重庆铁路
发展蓝图，高质量编制《“十四五”重
庆铁路发展规划》《重庆市新时代铁
路网规划》，推动渝汉高铁、兰渝高铁
等一批项目纳入国家规划。

提速“米”字型高铁网铁路项目
建设。全力推进郑万高铁、渝湘高铁
重庆主城至黔江段、渝昆高铁等在建
项目建设。2019年12月，郑万高铁
河南郑州到湖北襄阳段建成通车。
根据规划，重庆段计划2022年建成
通车，重庆将全力争取推动郑万高铁
尽可能提前建成通车。

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交
通建设，我市将会同周边省共同争取
国家相关部委支持，推动相关项目进
入审批“快车道”。

加快推进成渝中线高铁、渝万高
铁、渝西高铁等项目前期工作，力争
年内开工。提前开展渝贵高铁、渝汉
高铁等项目前期工作。

重庆高速公路也将迎来收获
期。市交通局相关负责人称，2020
年，重庆高速公路开工项目将有 5
个，通车项目将达到6个。

新开工铜梁至安岳、渝武扩能、
武隆至道真、江津至泸州北线、合川
双槐至钱塘等 5个项目、共 224 公
里。同时，建成通车渝长高速扩能、
永川至泸州、南川至两江新区、渝广
支线、合川至安岳、梓里至白涛等6
个项目、共243公里。

根据市政府批复的《重庆市高速
公路网规划（2019-2035年）》，规划
到2035年，全市将形成“三环十八射
多联线”高速公路网，高速公路通车
总里程将达到6200公里，面积密度
达到7.5公里/百平方公里，处于西部
领先地位。加快对外省际通道建设，
实现与周边有条件的区县、地级市实
现互联互通。

内部联通效率显著增强，主城
都市区与渝东南武陵山区城镇群、
渝东北三峡库区城镇群之间连接通
道均达到2条以上，市域内部相邻区
县之间基本实现1小时到达，主城都
市区邻区之间基本实现 30分钟到
达。

城市轨道交通网方面，我市将加
快实现主城轨道、公交全国一卡通。
目前，主城区所有公交、轨道运营线
路的前端刷卡设备已具备全国一卡
通条件，后台软件系统改造正加快实
施，预计今年实现主城轨道、公交全
国一卡通。

此外，从2020年1月1日起，我
市部分轨道交通及公交线路将在双
休日及节假日等时段延长夜间运营
时间。

城市路网方面，我市将畅通城市
路网微循环，发展“小巷公交”。

2020年，重庆将印发《发展“小
巷公交”进一步拓展主城区公交线网
覆盖深度工作方案》，在主城区常规
公交车型无法通达的次支道路上，探
索投入7至9座的小型客车开展运
营，切实提高公交线网覆盖深度，减
少因地形、道路等因素限制形成的公
交覆盖盲点。

“小巷公交”执行2元“一票制”，
支持刷卡扫码乘车，执行主城区公共
交通1小时免费换乘等常规公交优
惠换乘政策。

国际航空枢纽网方面，将开工建
设江北机场T3B航站楼和第四跑道，
争取第二枢纽机场纳入国家“十四
五”规划，基本建成武隆仙女山机场，
加快万州、黔江机场改扩建。

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今年重庆将重点构建交通“五张网”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1月
14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轨道集团
获悉，轨道交通1号线新增9列新车
已上线运行，还有2列正在调试。

据介绍，1号线新车为B型列车，
车宽2.8米，最大载客量1880人。新
车上线后，1号线最小发车间隔为3
分钟，大交路（小什字—璧山）、小交
路（小什字—双碑）的发车比例提高
至2∶1，即直达璧山的列车增多，乘客

前往璧山更加方便。
为切实提升市民的乘车舒适度，

重庆轨道集团优化、升级了1号线新
列车内部设施。1号线新车车门上方

动态显示屏增大到36.6吋，信息显示
更清晰，视觉效果更美观。新车座椅
采用压窝型设计，防滑性能得到加
强。

轨道交通2号线是重庆市第一
条轨道交通线路。根据规划，2号线
计划新增7列车辆，目前新车增购
工作正在进行。

显示屏更大 座椅更防滑

轨道交通1号线新车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