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民看两会
民生话题早征集

2021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今年全市两会期间，重庆日报“民
生频道”将开通“市民看两会”栏目，你身边有哪些民生问题，
或者你对哪些民生话题感兴趣，欢迎给重庆日报“民生热线”
来电，或者在重庆日报客户端“市民有话说”栏目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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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乔 黄婴

“现在有些定向车道，行车速度比
走普通车道还慢!”近日，重庆日报客
户端民生频道“市民有话说”栏目接到
反映，早晚高峰时期，我市一些定向车
道车辆随意“加塞”情况严重，不仅带
来安全隐患，还让一些定向车道变成
了慢车道。

3公里定向车道开了近两小时

蒋女士住在南岸区江山多娇小
区，经常会经海峡路，在四公里江南立
交上内环快速。

“差不多过麦德龙那个位置，就是
海峡路通往内环快速的定向车道起
点。”蒋女士说，这条定向车道长约3
公里，一直延伸到四公里内环加油站
附近。设置定向车道，初衷是让走该
车道的车辆不受变道影响，快速通
行。但现在适得其反，成了“慢车道”。

“从起点到四公里上内环，最久的
一次，我被堵了大约两个小时。”蒋女
士说，大量普通车道车辆会在临近四
公里处，向定向车道变道，导致定向车
道车辆减速避让或停止不前。

“这种行为真的令人气愤!”蒋女
士说，就好像大家老老实实遵守规则
排队，一开始不明白为什么行驶速度
这么缓慢，后面才晓得遭“插队”。

普通车道车辆连跨三车道
违规“加塞”

记者驾车前往蒋女士反映的路
段，进行了实地体验。

早上7点半，记者驾车从万象城
出发，进入海峡路定向车道起点时为7
点48分。此时，该定向车道已经排起
了长队。

在定向车道上，记者基本以怠速
行驶，其间时不时遭遇个别车辆“加
塞”。记者注意到，从定向车道起点，
到通往学府大道的匝道处，基本没有
安装摄像头。

半个多小时记者仅行驶了1.4公

里。当车辆行驶到通往学府大道的匝
道处时，该处路牌上安装了多个摄像
头，所有车辆在摄像头监控范围内均
按各自车道“规规矩矩”行驶。

但行驶过摄像头后，右侧车道不
少车辆开始跨实线向定向车道变道。
特别是在与回龙路的汇合路口处，大
量来自回龙路的车辆甚至连跨三个车
道，加塞违规进入定向车道。不少定
向车道行驶的车辆只能选择减速或停
车避让。

当记者驶上内环快速时，时间已9
点2分，定向车道耗时1小时14分。

为了验证普通车道和定向车道的
快慢，记者又搭乘网约车走了一次普
通车道，结果到达江南立交内环入口
所花时长为37分钟，竟比定向车道节
省近40分钟。

没有摄像头的地方，违规变
道屡见不鲜

那么，其他定向车道又如何呢？
记者也进行了驾车体验。

早上7点过，记者驾车进入南北
大道通往李家坪立交方向的定向车
道。由于该车道入口处有摄像头，此
处并无车辆违规行驶。待通过摄像头
到嘉华隧道入口处一段，就出现了部
分普通车道车辆随意“加塞”进入定向
车道的情况。仅记者所见，就有5辆
车违规变道。

上午8点左右，记者来到起点为
长江大桥南桥头到黄花园北桥头的定
向车道，发现有些车辆一旦行驶到可

以躲避摄像头的路段，就违规“加
塞”。尤其是在长江大桥上，不到1分
钟，记者共发现有16辆车“加塞”。

“只要没摄像头的地方，就会有车

辆趁机‘加塞’。”出租车司机刘师傅说，
除了记者体验的几个点外，包括民安大
道，人和立交、北环立交，还有内环快速
上的定向车道等，都有类似情况。

定向车道变“慢车道” 3公里路走了两小时

违规“加塞”如何解决

本报讯 (记者 周松)2020年
12月31日晚，曾家岩大桥主线正
式建成通车，可是不少市民表示，近
一周过去了，大桥北引道附近的道
路交通指示牌仍未更新，让第一次
前往曾家岩大桥的车主找路难。

1月6日下午4点30分，记者
来到位于渝北区兴盛大道的曾家岩
大桥北引道——刘家台隧道入口周
围看到，附近原有的道路交通指示
牌上都没有标注前往曾家岩大桥的
行驶方向，只有在兴盛大道上新增
的部分道路交通指示牌与隧道入口
处的指示牌上标注有曾家岩大桥的
行驶方向。

此外，在兴盛大道往刘家台隧
道入口方向的道路中央隔离带上，
记者在隔离带路灯灯杆上看到了数
个写有“曾家岩大桥”的小型指示
牌，但是并不怎么显眼，同时记者打
开百度导航发现，导航上也没有更

新曾家岩大桥沿线路段信息。
“我都驾车开到隧道入口处了

才看到指示牌，这时看到有啥用
呢?”市民李清涛告诉记者，元旦节
期间他得知曾家岩大桥通车的消息
后，曾试图驾车前往，可是事先通过
网上查询，没有弄清楚怎么上桥，只
知道入口在兴盛大道附近，不过兴
盛大道在地图上离嘉陵江有好几公
里远，让他有点摸不着头脑。

无奈之下，他开车去兴盛大道
碰碰运气，没想到从北环到兴盛大
道沿途的道路交通指示牌上，都没
有看到曾家岩大桥的任何指引，一
度让他以为自己找错了地方。直到
驾车行驶到刘家台隧道入口处，他
才看到曾家岩大桥的指示牌。“刚出
北环，就能在附近看到前往嘉华大
桥方向的指示牌……希望相关部门
尽快完善路面的指示牌，方便大家
找路。”李清涛说。

曾家岩大桥通车一周
路面没有指示牌好难找

新闻多一点

据了解，定向车道是一种专用车
道，根据道路预设方向到达不同地点，
指定某车道仅供驶向规定地点、规定
方向的车辆使用，驶向其余地点方向
的车辆不得驶入。2017年8月28日，
重庆交巡警结合重庆山地江城道路特
点，在全国首创启用了定向车道。我
市定向车道是如何设置和管理的，记
者采访了相关部门。

重庆城市道路沿江靠山自由式分
布，道路密度低且分布不均匀。加之
桥梁和隧道作为连接组团间的主通
道，交通通行需求巨大。为缓解主城
区车辆行经桥梁、隧道等路段车辆变
道交织等问题，进一步增加桥梁、隧道

等有多车道汇入或分流情况路段的通
行效率，改善桥梁拥堵现状和交通秩
序，减轻交通压力，两年多来，交警部
门在我市多座桥梁、隧道和一些立交
道接口启用了定向车道。

为保证定向车道通行效率，除施
划相关标志标线外，我市还启用摄像
头自动抓拍系统，对违规变道行为实
现智能化监管。

针对本报反映的部分路段定向车
道车辆违法变道“加塞”的情况，重庆
交巡警将加强对定向车道的管理，对
违反禁止标线(即机动车穿插定向车
道)的违法车辆，处200元罚款，记3
分。

重型货车、中型货车、三轮汽车、
牵引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拖拉机、摩
托车不得驶入定向车道。

对以上类型的车辆驶入定向车
道，将按照“机动车不按快、慢速车道
规定行驶”相关要求进行处罚。

这些车不能驶入定向车道

交警部门

重庆全国首创定向车道
加塞变道罚款200元记3分

记者调查

▲海峡路到江南立交定向车道出
现集体变道。

记者 黄乔 摄/视觉重庆

▲我市多条道路设置定向车道。

重报热话题

市民刘大爷：我马上就要退休
了，但是买的职工养老保险还没交
满15年，可以一次性补缴吗？

人社部门：具体要分情况看。
2011年6月30日及以前（即社会保
险法实施前），已申报参加城镇企业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缴纳基本养老
保险费，2011 年 7 月 1 日及其以后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且缴费年限不
足15年的参保人员,可延长缴费至
满15年。延长缴费满5年时仍不足

15年的,可一次性缴费至满15年,办
理退休手续，从完清缴费的次月起
发给基本养老金。

2011 年 7 月 1 日及以后（即社
会保险法实施后）申报参加城镇企
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并缴纳基本养
老保险费的人员,达到法定退休年
龄时,缴费年限不足15年的,可以延
长缴费至满15年时办理退休手续,
并从批准退休之月起发给基本养老
金。

这种情况可一次性补缴

市民张女士：如何办理2021年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具体有哪
些缴费档次？

人社部门：2021年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缴费即将开始。根据现
行政策，我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
险个人缴费档次为13个档次。最低
缴费档次为每人每年100元，最高档
次为每人每年3000元，由参保人员
自愿选择参保。政府补贴最低档次
补贴30元，最高档次补贴160元。

业务办理流程方面，原参保人，
仅需及时在对应的个人银行账户上
存入足够金额，实现银行自动扣款，
成功后则不会再发起扣款；如果批
扣未成功的，可以在银行卡存入足
够金额后待下次批扣，目前扣款频
率为每月两次。如需修改档次和银
行卡号，可到当地社保所办理。

而新办参保人一般使用银行批

量扣款方式缴费，按如下流程办理：
1、参保登记当地社保所办理。
2、选择档次、签订三方协议。

需要注意的是，签订三方协议前需
开设个人银行账户。办理方式有两
种，线下办理：当地社保所办理。线
上办理：通过微信公众号、支付宝、
重庆市电子税务局“居民社保费业
务办理”模块内“居民社保选档设
置”和“居民养老网签三方协议”办
理。

3、费款缴纳。需及时在对应的
个人银行账户上存入足够金额，实
现银行自动扣款，成功后则不会再
发起扣款；如果批扣未成功的，可以
在银行卡存入足够金额后待下次批
扣，目前扣款频率为每月两次。也
可在电子税务局、支付宝、微信渠道
自助缴费。

（本报记者 黄乔）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这样办

1月4日，重庆日报《逆行变道、乱
停乱放、闯红灯……共享电动单车安
全隐患不少》一文披露了中心城区共
享电动单车乱象，引起了强烈反响，不
少市民致电本报各抒己见，献计献策。

而在渝东北三峡库区的万州、奉
节，则对共享电动单车的规范运营展
开探索，其中奉节已展开挂牌运营。

整治
万州清理违规电动单车7000余辆

乱停乱放、载人骑行、逆行变道、
闯红灯、接打手机，针对共享电动单
车乱象，2019年 6月，万州便成立了
由交巡警、城管、运管等几个部门组
建的“多勤联动工作队”。该工作队
的职责之一，就是对共享电动单车的
违法行为进行查处，对随意停放在车
行道、人行道，阻碍车辆、行人通行的
电动单车实施强制拖移，对未成年骑
行者进行拦停阻止，对载人骑行、逆
行变道、闯红灯、接打手机等行为进
行查处。

去年7月，万州采取进一步措施，
开展了为期两个月的专项整治，对违
法占道经营的共享电动单车采取暂
扣，据统计，专项整治期间，万州共暂
扣车辆7000余辆。

在与万州相邻的奉节也采取措
施，整治共享电动单车乱象。

探索
奉节车管所推行“挂牌运营”

共享电动单车管理混乱带来的隐
患，令人不安，但它带来的便利，却是
人们生活所需。一时间，街头电动单
车如何用、怎么管，由此引发的安全事
故如何处理等问题，一时成了社会公
众关注的话题。

在万州，整顿期间，不少人表示不
宜“一刀切”。民建万州区委会专职副

主委、秘书长王兴和多次就共享电动
单车运营提出“开放包容，逐步规范”
的建议。在万州城管局等举办的民意
调查中，更多的人对共享电动单车带
来的便利表示肯定。

共享电动单车是否需要取得牌照
才能上路？针对这一人们最为关心的
问题，奉节县率先对共享电动单车资
格进行了明确认定。该县城管局、交
巡警对“大哈出行共享电动自行车”项
目表示支持，同意运营公司在城区政
府机关事业单位、中专职校、大型商
圈、体育文化旅游设施附近设置共享
电动单车停放点，奉节车管所随后对
600辆共享电动单车进行了登记并对

“大哈出行共享电动自行车”发放了电
动自行车信息牌照。

“公司在万州共设有424个站点，
目前投放的车辆约1300台。”“大哈出

行”万州负责人张海林介绍说，经过去
年的集中整治，万州的人行横道、公车
站点、市民广场等公共区域禁止停放
共享电动单车，现在，他们主要通过缴
纳诚信保证金或租金等形式，在企业、
居民小区、商圈等地通过借用或租用
的形式开展运营。

规范
万州拟出台一系列管理方案

“我们将坚持创新的理念，探索
共享电动单车的运营模式，以此提升
城市公共服务水平。”8日，万州区城
市管理局执法监督科相关负责人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约有65%的
居民赞成使用共享电动单车。在经
过广泛调查的基础上，万州正在制定
《万州区互联网租赁电动自行车运营

管理方案》，以期进一步规范管理共
享电动单车。

该负责人介绍，去年11月20日，
万州为此专门召开了听证会，参会的
有万州区人大代表、万州区政协委员、
有关部门代表、企业代表、公交系统代
表、学校代表、市民代表等共38人。
各方代表经过充分发言讨论，提出了
必须加装头盔、转向、后视镜等装置的
意见建议。

听证会后，为进一步听取社会意
见建议，万州又开展了问卷调查，并通
过“微万州”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广泛发
动市民开展网络投票，对共享电动单
车安全技术条件、企业运营要求、禁止
骑行区域等问题进行讨论。

该负责人称，正在制定的电动
自行车运营管理方案中，运营企业
将通过更为严格的实名注册、指纹
验证或人脸识别等技术手段核验骑
行人身份，禁止向未满16周岁的未
成年人提供共享单车的使用注册和
服务。

针对行驶区域的设置，也将利用
电子地图、卫星定位等技术手段将运
营区域划分成若干互不相连的运营单
元，骑行人只能在单独的运营单元内
使用共享电动单车。万州长江大桥、
万州牌楼长江大桥、万州长江二桥、万
安大桥、万州大桥、城市快速道路和城
区范围内公共交通运力发达区域不得
行驶共享电动单车。

据了解，针对违规停车如何处
罚、超载骑行如何处置、出了安全事
故由谁买单、如何禁止未成年人骑行
等问题，万州将在管理办法中细化。
今后，万州区将通过“限区域、限规
模、限用户、限速度、限载人”的方式
促进共享电动单车行业的有序经营，
形成政府、企业、社会共同沟通参与
管理的局面。

重报集团三峡分社记者 杨圣泉
郭浏婷 实习生田静 李思怡

《共享电动单车安全隐患不少》后续——

万州奉节探索规范运营

万达非机动车停车场电动单车摆放整齐。
重报集团三峡分社记者 巨建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