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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在南岸区风临路南开（融侨）中学人行天桥
上，放学的孩子络绎不绝涌上天桥，桥下，是车水马龙。

记者获悉，今年由市住房城乡建委牵头，主城区新建
和提档升级共30座人行天桥与地通道，均被纳入全市重
点民生实事工作目标任务。

“每月报进展，每季度召开推进会。”市住房城乡建委
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主城新建和提档升级30座人
行天桥与地下通道，目标任务已全面完成。

市民感叹天桥设计人性化

在南岸区风临路段，有两个规模比较大的学校，分别
是人民（融侨）小学、南开（融侨）中学，有大量在此上学的
孩子，周边不少小区居民也有过街需求。

过去，居民及学生过街方式为斑马线加红绿灯控制，过
街通道两处：一处通过人民（融侨）小学校门处灯控斑马线
过街；另外是通过南开（融侨）中学校门处灯控斑马线过街。

然而，在上学和放学时段，该路段人流和车流高峰时
段，虽有红绿灯控制，但因车流量和人流量都大，无法杜绝
危险的人车混行，迫切需要新建天桥进行人车分流。

为解决这一问题，天桥启动建设9个月后，于今年3
月正式投用，总投资约500万元。

“现在娃儿过天桥安全了！”提起南开（融侨）中学人行
天桥，前来接孩子回家的魏女士感叹，现在的天桥设计越
来越人性化。魏女士指的是天桥上加盖了玻璃雨棚。她
告诉记者，下雨天每人撑着雨伞涌上天桥，走起来非常不
便。“现在进天桥就可以把伞收了。”

记者现场看到，这座今年投用的天桥，两侧都设置了
电动扶梯，让一些行动不便的人不必穿梭马路，可以在别
人搀扶下上电梯过天桥。魏女士说，天桥上装电梯可提高
人过天桥的便捷度，也可提高天桥的利用率，避免天桥成
马路上的摆设。

孩子上学不再踏水过河

北碚天府民居小区，是全市规模最大的异地集中迁建
煤矿棚改安置小区。小区内安置房及配套公共建筑共计
65万平方米，已陆续入住约2.5万人。

然而，小区内有一条溪河（车盘溪），将部分居民区与配建
的天府中学、文星小学、农贸市场隔断，住户买菜、学生上学
都要从小区外侧的公路桥绕行，有的为图快捷还涉险过河。

为进一步方便群众，确保居民出行安全，北碚区政府多
次现场调研，根据当地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在天府民居3区与
农贸市场、文星小学之间选址建设了两座横跨车盘溪的人行
天桥。两座桥分别取名为“同德桥”和“连心桥”，均采用复古
式拱桥设计，与安置小区川东民居的整体风貌融为一体。

经过1年时间的建设，目前两座天桥均已完成主体及配
套设施施工，现正抓紧开展相关扫尾工作，年底前正式投用。

据当地居民估算，天桥建好之后，天府民居3区至农
贸市场、文星小学的行程将缩短1.5公里，节省时间约20
分钟。

沙坪坝区推进9座过街设施建设

同样在大力推进“天桥地通”工程的，还有沙坪坝区。
经纬大道万达广场区段为长下坡的双六车道，通行车

流量大、车速快，且随着片区的城市发展，该区域常住居民
快速增长，高峰时段过街需求量巨大，群众呼吁修建天桥
已久。

为此，该处天桥今年3月开工，并于本年6月底完工
投用。

该天桥的设计也非常人性化，除了满足基本的过街功
能外，还充分考虑了老年人及残障人士的行动需要，增设
了垂直电梯，增设了景观灯带，提高了城市景观形象。

记者了解到，沙坪坝区今年共推进9座人行过街设施
的建设，其中新建7座，提档升级2座。

目前，万达广场天桥、重师南门天桥、重大北门天桥、
康安花园地通道、天星桥人行天桥已竣工投用，还有4座
确保本月内主体工程将完工，预计春节前可竣工投用。

在施工中的4座过街通道分别是武装部人行天桥、物
流园横一路、横四路地通道、凤天树人小学人行天桥提档
升级。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郭发祥

新建和提档升级30座人行天桥与地通道

每月报进展，每季度开推进会
你身边的人行天桥地下通道建得咋样了？

目前，主城区新建和提档升级30座人行天桥与地下通道的目标任务已全面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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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融创地通道

沧白路天桥

新郭伏路一号天桥

新郭伏路二号天桥

江厦星光汇人行地通道

巴山天桥

万达人行天桥

重庆大学北门人行天桥

重庆师范大学南门人行天桥

物流园横一路人行地通道

物流园横四路人行地通道

康安花园公租房下穿通道

天星桥人行天桥

凤天树人小学人行天桥

融侨中学人行天桥

海棠溪轻轨站钢连廊项目

茶园珊瑚小学人行天桥

珊瑚村人行天桥

南坪实验小学康德校区人行
天桥

东阳同德桥

东阳连心桥

北碚朝阳小学人行天桥工程

兰馨大道体育馆地通道

新南路卜蜂莲花人行地通道

耍坝地下停车库至盘溪河滨
公园上跨人行天桥

兰馨大道盛景天下人行天桥

高职城2号天桥

公平立交周边人行过街系统

红炉立交人行过街系统

武江路人行天桥

辖区

渝中区

大渡口区

九龙坡区

沙坪坝区

南岸区

北碚区

渝北区

巴南区

江北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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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

计划2020年4月完工

计划2020年12月完工

计划2019年12月底完工

计划2019年12月底完工

计划2019年12月底完工

计划2019年12月底完工

计划2019年12月底完工

计划2019年12月底完工

计划2021年12月完工

计划2021年12月完工

计划2021年12月完工

何为低芥酸菜籽油
传统油菜籽中芥酸和硫代葡萄糖苷硫

甙含量较高，其中芥酸含量为20%～60%，
长期食用富含芥酸的菜籽油，会因芥酸过
多积蓄而容易引起血管壁增厚和心肌脂肪
沉积，不利于人体健康。合肥工业大学生
物与食品工程学院，通过小白鼠对照实验
发现，与食用低芥酸菜籽油的小鼠相比，食
用普通菜籽油的小鼠，心脏、肝脏质量明显
升高，或与芥酸使脂肪沉积有关。低芥酸
菜籽油是以低芥酸油菜籽压榨而成，芥酸
含量较传统菜籽油大大降低。美国FDA规
定菜籽油中芥酸含量不能超过总脂肪酸的
2%；我国菜籽油国家标准规定：低芥酸菜籽
油中芥酸含量不大于3%。

另外，据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
学院副院长王汉中介绍，如果饱和脂肪酸
过高，容易导致血管硬化等疾病，而在大众
食用油里面，双低菜籽油的饱和脂肪酸最
低，只有7%，这就意味着不饱和脂肪酸在
所有食用油里是最高的，达到了93%。同
时双低菜籽油中不饱和脂肪酸的构成非常
合理，约含油酸65%左右，亚油酸20%左
右，亚麻酸10%左右，亚油酸和亚麻酸是人
类必须的两种脂肪酸，需要从外界摄取。

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就育成了首批
双低油菜品种，不过由于抗性差、单产和含
油量偏低难以推广应用。而且机械化生产
程度低、技术集成度差、加工产业品质低等
问题也一直限制着油菜产业的发展。为
此，王汉中院士带领团队创新技术路线，育
成了双低油菜新品种10个，累计推广8600
多万亩，将我国油菜双低化率从2002年的
28.1%提高到2016年的62.2%，亩产由98.5
公斤提高到128.7公斤。

低芥酸菜籽油较传统菜籽油具有明显
的健康优势！推荐用低芥酸菜籽油替换传
统菜籽油。

低芥酸菜籽油为健康加分
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的提升，低芥

酸菜籽油逐渐被人们所熟知，这类菜籽油

具有丰富的营养成分，越来越受到消费者
的欢迎，同时，一批知名品牌开始走进人
们视线，进一步推动优质菜籽油走进千家
万户。

说到芥酸，很多人并不太熟悉，芥酸
是存在于菜籽油中的一种脂肪酸。早期
传统的“双高”（高芥酸、高硫苷）油菜籽加
工获得的食用菜籽油中芥酸含量确实很
高，芥酸含量为20%—60%左右，对人体
的健康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为了公众
健康，现在我国已经实现了油菜“双低”的
品质改良。

近年来低芥酸菜籽油的营养价值研究
也越来越深入，更多研究表明低芥酸菜籽
油更能为人们的健康保驾护航。

毫无疑问，低芥酸菜籽油是一种更安
全的食用油，美国FDA已认定低芥酸菜籽
油为安全食用油。2006年美国FDA倡导

每天吃19g低芥酸菜籽油，可以降低心血
管疾病风险；2010年法国建议每天摄入
1～3勺双低菜籽油，可增加α-亚麻酸的摄
入量，以助力身体健康。

通常情况下，低芥酸菜籽油相比高芥
酸菜籽油，香味方面有所欠缺。从居民健
康的角度出发，营养专家提倡食用低芥酸
菜籽油，但由于低芥酸菜籽油不如高芥酸
菜籽油更具芥香味，消费者还是喜欢食用
高芥酸菜籽油。

据了解，鲁花经过多年的科技攻关，采
用5S压榨工艺，给营养健康的低芥酸菜籽
油又赋予了香气浓郁的美味，更好地满足
了消费者对“色、香、味”饮食文化的追求。
可以这样说，芥酸含量低于2%的鲁花低芥
酸浓香菜籽油的问世，为消费者的餐桌又
增添了新的美味与健康。这也将助推菜籽
油迈入低芥酸时代。

餐桌升级 低芥酸菜籽油为健康加分
菜籽油作为我国主要

食用油之一，色泽金黄，气
味鲜香，用它炒出来的菜不
仅味美，而且营养价值高。

近阶段，市场上出现了
“低芥酸菜籽油”，并逐渐被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可。
那低芥酸菜籽油与传统菜
籽油有何区别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