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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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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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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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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所在区县

万州区

万州区

黔江区

涪陵区

涪陵区

渝中区

江北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九龙坡区

南岸区

北碚区

巴南区

长寿区

江津区

合川区

合川区

永川区

綦江区

大足区

名称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万州商都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万州区万达广场分公司

重庆市黔江区佳惠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重庆市新大兴爱家商业连锁有限公司涪陵区江上明珠店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涪陵商都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解放碑英利店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有限公司世纪新都食品超市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江北区金源时代购物中心分公司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沙坪坝三峡广场嘉茂分公司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九龙坡区华福金科分公司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重庆南岸商场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北碚新城店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巴南区万达分公司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有限公司桃花店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江津区江州大道分公司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重百合川中心店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合川宝龙城市广场分公司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永川金科店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綦江商都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大足区国梁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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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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璧山区

璧山区

璧山区

铜梁区

潼南区

荣昌区

开州区

开州区

梁平区

丰都县

忠县

秀山县

云阳县

云阳县

酉阳县

彭水县

万盛经开区

两江新区

两江新区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璧山商场超市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璧山区时代商都分公司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璧山区金山广场分公司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铜梁区广龙明珠分公司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潼南商场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荣昌莲花广场分公司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开州区新天地分公司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开州商都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梁平商场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丰都店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忠县财富广场分公司

秀山县大华超市有限公司中心店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云阳店

云阳县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云阳商场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酉阳县碧津广场分公司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彭水店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万盛区民盛分公司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重庆北部新区商场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爱琴海分公司

序号 所在区县 名称

2019年度“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复核通过名单

昨日，重庆市教委印发《重庆市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
工作实施办法》，明确了今年高考的考试时间、志愿设置、招生录
取投档原则及我市今年高考的录取照顾政策。从2020高考开
始，烈士子女录取时加20分（报考艺术、体育类加10分）投档。

高考7月7日至8日举行

重庆市202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包括高等职业教育
分类考试和全国统一考试（以下简称“全国统考”）。

2020年高考具体科目考试时间安排为：语文（7月7日9:
00至11:30）、数学（7月7日15:00至17:00）、综合（7月8日9:00
至11:30）、外语（7月8日15:00至17:00）（外语听力测试在笔试
开始前进行）。

全国统考科目中的外语分英语、俄语、日语、法语、德语、西
班牙语等6个语种，由考生任选其中一个语种参加考试。报考
外语专业的考生，还应参加外语口试。外语口试时间安排在7
月9日进行。

市教委表示，考生以“非重庆户籍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身份在我市报考普通高考，考生及父或母至少一方须具有重庆
市公安机关颁发的3年有效期内的《居住证》、考生须具有3年
我市高中阶段学校连续完整学籍并实际就读，其父或母须提供
在渝3年及以上的合法稳定工作和居住证明（包括连续3年在
渝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等证明）。

各类招生志愿的设置

今年高考我市考生志愿采取网上填报方式，安排在考试成
绩公布后进行。

志愿设置上，普通高校本科提前批、国家贫困定向（国家专

项）本科批、市属本科一批高校农村学生招生（地方专项）批、专
科提前批，均设2个顺序志愿；本科第一批、本科第二批、高职
专科批均设6个平行志愿。

本科一批预科、本科二批预科，均设2个院校顺序志愿。
特殊类型招生单独设置志愿。农村学生单独招生（高校专

项）、高水平艺术团均设本科提前批和本科一批2个批次；高水
平运动队设本科提前批、本科一批和本科二批3个批次；各批
次均设1个院校志愿。

艺术类、体育类招生批次设置按有关规定执行。

招生录取投档的原则

普通文理类平行志愿的投档原则为：在考生总成绩优先的
前提下，按照志愿顺序进行投档，总成绩相同则依次比较综合、
语文、数学、外语单科成绩从高到低投档。按照平行志愿投档
的批次，调档比例原则上控制在105%以内，高校要确保符合
录取规则的调档考生能够录取。平行志愿投档数按照计划数
乘以调档比例计算，若遇小数按照进一法取整确定。

普通文理类顺序志愿的投档原则为：在志愿优先的前提
下，按照考生总成绩从高到低进行投档。总成绩相同考生全部
投档。按照顺序志愿投档的批次，高校调阅考生档案的比例原
则上控制在120%以内。

按照顺序志愿投档的批次，在考生总成绩相同时，如高校
未确定排序规则，可参照我市平行志愿批次同分考生排序规
则。军队院校招生同分投档按相关文件执行。

高校专项投档时，考生的实际统考成绩（不含政策性加分，
下同）不能低于本科一批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按照本办法有关规定实施。

目前，全国收费公路已正式恢复收费。恢复收费后，车辆
收费标准是否有调整？通行费按照什么标准收取？昨日，重庆
高速集团针对这些热点问题做了官方解读。

车辆按实际行驶路径收取通行费

根据交通部运营出台的营运规则，全国联网后，系统按照
车辆实际行驶路径收取通行费。所以同样入出口，如果实际行
驶路径不一致，收费金额就会有差异。

对于广大客车车主而言，此次收费取整规则变化对于实际
通行影响不大。全国联网前取整规则为“三七作五、二舍八入”
按5元取整，不足5元的按5元计费。全国联网后，ETC车辆精
确到分；非ETC车辆“四舍五入”按元取整，不足1元的按1元
计费。

举例来说：从重庆龙潭站到重庆秀山站，收费里程18.34
公里，该路段一型客车收费标准为0.5元/公里，应收9.17元，根
据之前的规则按5元取整后收费为10元，今年全国联网后按
元取整收费9元。从重庆玉屏站到重庆秀山站，收费里程12.8
公里，该路段一型客车收费标准为0.5元/公里，应收6.4元，全
国联网前按5元取整后收费为5元，全国联网后按元取整收费
6元。ETC用户则按照实际费用收取，并享受95折的优惠。

套餐有效期将自动进行顺延

据介绍，目前重庆的ETC用户在370万左右，恢复收费
后，ETC车辆采用“一次行程、一次扣费、一次告知”的方式，在
出口收费站自动完成扣费。按照交通部运营规则，单次行程跨
省通行均需通过交通运输部平台完成计费。

目前重庆的套餐用户共6万多，套餐通行费优惠政策作为
重庆市地方优惠政策，优惠方式将有所改变。套餐用户单次行
程仅通行重庆高速公路时的出口ETC费显示的金额是优惠前

的金额，实际扣费将根据套餐优惠后的金额进行扣费。单次行
程跨省通行时，将先按优惠前金额进行扣费，事后再将收取的
套餐路段通行费据实退还用户。退费时限为交通部完成通行
费跨省拆分后的24小时内，一般在5个工作日内。

此外，为保障疫情期间用户权益，套餐有效期将自动进行
顺延，顺延天数为用户套餐原有效期内所包含的高速公路免
费天数，顺延起始日期为2020年5月6日。目前套餐用户已
经在5月6日全部自动顺延。

货车车辆平均75.3%辆次
的通行费额将会下降

据重庆高速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恢复收费以来，重庆
路网出口车流量近80万左右，我市高速公路站点未出现大
面积拥堵情况，收费系统切换平稳运行。按照交通运输部统
一部署，为进一步降本增效，重庆再次调整4型、6型货车收
费标准，收费级差系数调整为1.00∶1.80∶3.30∶4.08∶4.9∶
5.44，其中 4型货车从4.5 降到 4.08，6型货车从 5.5 降到
5.44，6轴以上的大件运输车辆按基本费率的7.5倍计收，进
一步降低了重庆地区货车实际通行费支出。

“根据1月1日—30日的通行记录来计算，在我市高速
公路通行的货车车辆中，平均75.3%辆次的通行费额将会
下降。”该负责人表示，其中二类至六类货车平均受益频次
将分别达到65.6%、64.6%、66.7%、71.4%和82.4%，包括了
大部分快递、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

重庆高速集团提醒：如有任何疑问可以通过微信公
众号“重庆高速 ETC”或者拨打 023- 12122、023-
96096咨询电话或投诉，也可以到ETC自营网点咨询
或者投诉。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黎静

高速路收取通行费的标准如何？套餐用户如何扣费？

按车辆实际行驶路径收费

根据国务院食安办印发《关于开展创建
“放心肉菜示范超市”活动的工作方案》和《放
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标准》的通知（食安办

〔2017〕18号）、《关于印发“放心肉菜示范超
市”检查细则的通知》（食安办〔2018〕1 号）和
市食药安办《关于持续开展创建“放心肉菜示
范超市”活动的指导意见》（渝食安办〔2019〕9
号）精神，全市符合条件的食品超市积极参加

“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创建活动。经超市自愿
申请，区县食药安办初审，市食药安办组织评
审验收小组现场评审验收，现场开展群众知晓

率和满意度调查测评，重庆市黔江区佳惠百货
有限责任公司南海鑫城店等20家超市符合

“放心肉菜示范超市”评审标准，拟评定为
2019年度“放心肉菜示范超市”，重庆商社新
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万州商都等39家
超市通过2019年度“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复
核，现予公示，公示期10个工作日。在此期
间，如对拟评定和通过复核的“放心肉菜示范
超市”有疑义，请通过以下联系方式实名反映，
我办对反映的情况将及时进行核查。联系电
话：63710405。

重庆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拟评定和复核通过的“放心肉菜示范超市”的公示

2019年度拟评定“放心肉菜示范超市”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所在区县

黔江区

渝中区

大渡口区

江北区

沙坪坝区

沙坪坝区

北碚区

渝北区

江津区

江津区

名称

重庆市黔江区佳惠百货有限责任公司南海鑫城店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解放碑商都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大渡口区中交丽景分公司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江北区永辉生活广场分公司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凯瑞商都生活馆

锦江麦德龙现购自运有限公司重庆沙坪坝商场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北碚区双元大道店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渝北中心店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江津时代广场店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江津区双福分公司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永川区

合川区

铜梁区

垫江县

垫江县

垫江县

云阳县

奉节县

酉阳县

彭水县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永川新城店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重百超市步步高广场店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铜梁商场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垫江店

重庆永辉超市有限公司垫江县西欧花园分公司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垫江新城店

重庆商社新世纪百货连锁经营有限公司外滩店

重庆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新世纪百货奉节商都

重庆市酉阳县品佳惠百货有限责任公司

彭水县佳惠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序号 所在区县 名称

重庆2020高招办法出台 明确录取照顾政策
烈士子女录取时加20分（报考艺术、体育类加10分）投档

烈士子女录取时加20分投档
实施办法还明确了我市今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照顾政

策，值得注意的是，今年的录取照顾政策有所调整。
自主就业的退役士兵；归侨、华侨子女、归侨子女和台湾

省籍（含台湾户籍考生），录取时可加5分投档。
报考市属院校的因公牺牲军人子女、因公牺牲公安民警

子女及荣立二等功（含）以上荣誉称号的公安民警子女，录取
时可加5分投档（从2023年普通高考开始，取消此加分项目。
取消后，因公牺牲军人的子女参加普通高考并达到有关高等
学校投档线的，予以优先录取；因公牺牲公安民警子女报考普
通高等学校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

重庆市少数民族聚居地（含自治县、民族乡）的少数民
族考生，录取时加10分（报考艺术、体育类加 5 分）投档（从
2023 年普通高考开始，考生高中阶段必须在我市少数民族
聚居地<含自治县、民族乡>具有三年完整户籍、学籍并在
户籍所在区县中学连续三年实际就读）；在服役期间荣立
二等功（含）以上或战区（原大军区）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
号的退役军人，录取时可加10分（报考艺术、体育类考生
加5分）投档。

烈士子女录取时加20分（报考艺术、体育类加10分）投档。
凡符合上述政策性照顾项目的考生，必须经过本人申报、

有关部门审核、三级公示后方能予以认可。未经公示的考生
及其加分项目、分值不得计入投档成绩并使用。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秦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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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C收费查询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