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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纵深

▲

大渡口
“非遗”糖画进校园 孩子们兴趣浓厚

本报讯 （通讯员 柯玉）近日，大渡口创新社区在实验小学开展非
物质文化遗产糖画项目进校园活动，文化专干蒋凤敏邀请学生上台，手把
手教孩子们做蝴蝶、马等糖画图案。活动融合历史文化学习、上台体验制
作、动手图案创作等环节，孩子们对糖画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

听老党员讲述党史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 （通讯员 赵凤娟）近日，大渡口锦霞社区邀请老党员钟道

德走进钢花小学开展了一场党史故事课。作为一名有36年党龄的退休教
师，钟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方式给孩子们讲述了中国近现代史辛亥革
命、五四运动及《小萝卜头》《江姐》《叶挺》等红色人物故事，带领孩子们重
温革命历史。

庆祝建党100周年 文艺汇演进社区
本报讯 （通讯员 罗媛）近日，大渡口新一社区开展“砥砺奋进正当

时 不忘初心再扬帆”献礼建党100周年文艺汇演。活动以东望重庆人民
艺术团的开场舞《东方红》拉开帷幕，演出有红歌、舞蹈、诗歌朗诵、大合唱
等13个精彩剧目，让现场党员群众以“沉浸式”感受演出带来的精神洗礼。

“‘童’心协力”垃圾分类
本报讯 （通讯员 陈莺莺）近日，大渡口钢花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组织辖区儿童30余人当起垃圾分类小小宣传员，“童”心协力对辖区居
民进行垃圾分类知识宣传，让孩子们从小培养垃圾分类意识，向居民传
递科学健康的生活理念。通过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影响整个
社会。

坝坝电影让孩子们找到别样乐趣
本报讯 （通讯员 刘理）一场坝坝电影，在社区文化建设中作用不

小。近日，大渡口光明冶建社区联合长河原小区开展了“超人梦想·萌宝
总动员”活动，并在露天播放了电影《大圣归来》。活动增进了孩子们和家
长的亲情，同时让不同年代的人找到不同的乐趣。

巧手包粽子 增强邻里情
本报讯 （通讯员 李娟）4日，大渡口锁口丘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在东风村35栋楼下院坝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迎端午巧手包粽子”传统
文化知识交流院坝活动，大家各施巧手，相互分享交流包粽子的心得体
会。活动增进邻里友情，助推和谐社区建设。

交界地段易积水 人大代表奔走显成效
本报讯 （通讯员 邓国利）近日，金科星辰三期与华岩交界处，因城

市排水管道堵塞造成暴雨时节路面被水淹问题，在大渡口区八桥镇人大
代表张毅成的多次协调下取得进展，为辖区企业和群众办解决了一件大
难事。此前，当地路面已被暴雨大面积淹没了三次，交通阻断，企业厂房
也因积水深度达到1米，张毅成多次找到区住建委以及朵力、金科开发商
等相关单位进行协商，确定了管道整改方案并落实了整改时间。

铜梁

2021安居古城端午
龙舟会“重出江湖”

本报讯 （通讯员 童
轩）时隔23年，安居古城端午
龙舟会强势回归。6月12日
至13日，铜梁区将以两江水
为背景，在安居古城涪江段
举办2021安居古城端午龙
舟会。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
划龙舟是中国南方人民的传
统习俗之一。6月12日至13
日两天，每天上午9点半一
场，下午2点一场，共4场，每
场时间约1小时40分钟。

青少年踊跃争当“红色故事发声人”
8日上午，九龙坡区高新育才学校举行了“永远跟党走”青少年宣讲红

色故事、加强国防教育“红色之旅”主题活动暨“小小升旗手”“小小国旗护
卫队”开训仪式。通过活动，激发了广大青少年学生争当“红色故事发声
人”、积极参加“天安门国旗班小战士”军事夏令营的热情，此次活动深受
学校、学生、家长热烈欢迎。 上游新闻记者 张锦旗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深入推
进，西部（重庆）科学城的加速建设，中心城区
西向交通需求快速增长，而这一系列出行需
求均需穿越中梁山、缙云山，西部穿山通道流
量也发生了变化。

穿中梁山
工作日日均车流量59.1万pcu

《交通年报》显示，科学城穿山需求快速
增长，穿中梁山道路隧道车流量快速增长，高
峰时段通道压力突出。

穿中梁山隧道工作日日均车流量59.1万
pcu（标准车当量数），同比增加7.3万pcu，增
长14.1%。双碑隧道、大学城隧道、中梁山隧
道等主要通道早晚高峰时段流量趋于饱和。

华岩隧道全日流量增长最快，同比增长
约1.7万pcu；双碑隧道、中梁山隧道、大学城
隧道同比增长0.5万pcu。

目前，为提升西部穿中梁山通行能力，土
主隧道、科学城隧道（大学城复线隧道）、陶家
隧道正在加快建设，另有规划井口隧道、白市
驿隧道，相关隧道建成后，也将进一步提升中
部槽谷西向通行能力。

穿缙云山
工作日日均车流量30.9万pcu

穿缙云山隧道工作日日均车流量30.9万
pcu，同比增加4.3万pcu，增长16.0%。璧山
隧道、九永高速缙云山隧道、渝蓉高速缙云山
隧道增长最快，同比增长均超过1万pcu。

穿缙云山隧道3条铁路及1条轨道日均客
运量2.8万人次，占穿山总客运量的7.6%。

未来我市将立足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区，规
划多层次轨道交通网络体系，实现中心城区与主
城都市区干线铁路、城际铁路、市域（郊）铁路、城
市轨道“四网融合”，提升铁路及轨道客运量。

城市交通基础设施不断优化

城市道路：2020年，新增城市道路362.0公
里。其中新增快速路23.3公里，主干路86.0公
里，次干路151.9公里，支路100.8公里，总里程
为5690公里。

新建成通车立交7座，总数达249座。
城市路网级配持续优化，不断补齐次支路

建设短板，畅通路网微循环功能。
跨江桥梁：新建成跨两江桥梁1座，即曾家

岩嘉陵江大桥，总数增至30座；在建道路桥梁8
座，即红岩村嘉陵江大桥、水土嘉陵江大桥、蔡
家嘉陵江大桥、礼嘉嘉陵江大桥、白居寺长江
大桥、郭家沱长江大桥、黄桷坪长江大桥和太
洪长江大桥。

穿山隧道：新建成穿两山隧道1座，即歇马隧
道，总数增至19座；在建隧道5座，即龙兴隧道、统
景隧道、土主隧道、陶家隧道、科学城隧道。

对外综合交通体系持续完善

铁路方面：成渝城际完成提质改造，成为
西南地区首条运营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实现
成渝1小时直达；全市铁路新建成黔张常铁路、

渝怀铁路二线，运营里程增加至2394公里。
开工建设重庆至万州高铁、成达万高铁、郑州
至万州铁路、重庆至昆明高速铁路、重庆至黔
江铁路、枢纽东环线、成渝铁路重庆至江津段
改造等项目，在建总里程约1100公里，其中高
铁在建里程超800公里，创历史新高。

高速方面：全市新建成高速公路167公里，
川渝间直连高速增至13条，通车里程达到
3400公里，在建总里程超1500公里。新开工
铜梁至安岳、江津至泸州北线等279公里高速
公路，成渝双城经济圈高速路网络稳步加密。
全市公路里程由14.7万公里增长至18.1万公
里，增加3.4万公里。

航空方面：新开通巫山神女峰机场、武隆
仙女山机场及永川大安通用机场。全市一大
四小机场格局形成。江北机场定期通航城市
由2017年的174个增加至209个，航线网络不
断加密完善；江北机场国际航线增至101条，旅
客吞吐量排名由全国第9位提升至全国第4位。

水运方面：全市港口货物通过能力由
2.08亿吨提升至2.14亿吨，集装箱吞吐能力由
450万标箱提升至505万标箱。长江黄金水
道功能不断提升。果园港水水中转支线实现
对上游四川重点港全覆盖，成渝地区水水联
运水平提升。

2020年《重庆市中心城区交通发展年度报告》来了

无愧于桥都！中心城区跨两江大桥总数达30座
日前，由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牵头，各相

关部门和单位共同参与，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承担编
制的2020年《重庆市中心城区交通发展年度报告》
（下称《交通年报》）出炉。

《交通年报》显示，2020年，重庆中心城区深入
实施城市提升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大数据引导
城市高质量发展，市民出行便捷性极大提高。

去年，市民交通出行发生了哪些变化？新增了
几座跨江大桥？新开通了几条公交线路？哪些隧
道、轨道站最忙？一起来看看这些大数据。

A道路建设

B交通建设

C交通运营

轨道运营总里程343.3公里

轨道交通：2020年，新开通国博线（悦来
—沙河坝）、一号线（朝天门—小什字）。轨道
运营里程由2017年的262.4公里，增长至343.3
公里，新增运营里程80.9公里。运营站点由
154个增长至198个。

在建轨道线路增至10条（段），共213公
里。轨道新一轮建设逐步拉开序幕，进入建设

新周期。
地面公交：公交线路由661条增长至824

条，线路总长由2017年的9351公里增长至
9923公里，新开通公交线路总长572公里。地
面公交贴近市民出行需求，通过优化调整线
路、增设小巷公交、接驳公交等方式，持续优化
公交服务品质。

公交专用道长度由8公里增长至217.4公
里，新开通约209.4公里。

地面公交
新开通公交优先道15条

2020年，中心城区交通管理深入开展车
道能力挖潜，开展交通组织优化69处，采用多
车道汇入信号控制、潮汐车道、可变车道、共享
转换车道等多种形式提升道路通行能力。

新开通公交优先道15条，已运营公交优先
道线路44条，里程217.4公里。公交优先道平均
车速15.8公里/小时，同比上升2.0公里/小时。

2020年，中心城区运营公交车9569辆，同
比增长231辆；运营线路824条，同比净增25
条，地面公交服务触角持续延伸。全线网运行
稳定后日均客运量446.3万人次，同比减少
49.7万人次，下降10.0%。

轨道交通
轨道客运增加公交减少

全线网运行稳定后日均客运量309.3万乘
次，同比增加3.0万乘次，增长1.0%。

全年完成105个轨道和地面公交换乘站提
升改造，改造后公交、轨道换乘距离在100米范
围内的站点占比85%，较优化前提高26%，基
本实现轨道出入口100米范围内公交换乘设施
全覆盖，市民平均换乘距离由改造前的215米
缩短至35米。

站点800米（10分钟）人口覆盖率、岗位覆
盖率分别提升至35%、41%。也就是说约
35%的市民可以在10分钟内步行至最近的轨
道车站。

中心城区西向交通需求快速增长

轨道沙坪坝站、小什字站、观音桥站去年最忙

日均进出站客运量超15万人次
近年来，我市坚持轨道交通引领城市发

展格局，不断加快城市轨道交通建设。轨道
便捷性可达性不断提升，轨道客运量屡创新
高，已成为市民出行方式的重要选择。

根据《交通年报》对回归正常后的轨道运
行大数据分析，2020年轨道沙坪坝站、小什
字站最忙，日均进出站客运量达15.5万人次。

三个轨道站
日均进出站量超15万人次

《交通年报》显示，2020年重庆轨道线网
正常工作日日均客运量309.3万乘次，同比增
加3.0万乘次，增长1.0%。日均进站量205.8
万人次，同比增加1.1万乘次，增长0.5%。日
均换乘量103.5万人次，同比增加1.9万人次，
增长1.9%。

随着轨道逐步网络化运营，一、二、三、六号
线客流略有减少，四、五号线客流略有增加，十
号线客流基本稳定，环线客流快速增长10.3%。

环线及外围区域部分站点客流快速增
长，日均进出站客运量超过10万人次的轨道
站点：沙坪坝站、小什字站和观音桥站，分别
为15.5万人次、15.5万人次、15.4万人次。

日均进出站客运量5—8万人次的轨道站
点15个，分别是：红旗河沟站、南坪站、大坪站、
谢家湾站、两路口站、杨家坪站、重庆北站北广
场站、石桥铺站、嘉州路站、石油路站、工贸站、
较场口站、微电园站、长生桥站、光电园站。

客流增长明显的站点有：谢家湾站、学堂
湾站，日均进出站量增加超过1万人次；弹子
石站、曹家湾站、鱼洞站日均进出站量增加超

过5000人次，南湖站、微电园站、海棠溪站、
悦来站、红土地站日均进出站量增加超过
3000人次。

而谢家湾站、杨家坪站进出站客流量首
次进入前十位。

日均换乘量
超10万人次的站点有5个

环线建成运营后，轨道换乘量保持增长，客
流分布更均衡、合理，换乘压力有所缓解。日均
换乘量103.5万人次，同比增加1.9万人次，增长
1.9%。其中两路口站、牛角沱站换乘压力明显
缓解，小什字站、大坪站换乘量减少，四公里站、
上新街站、冉家坝站换乘量快速增长。

换乘量超10万人次的站点：两路口站、红
旗河沟站、重庆北站南广场站、冉家坝站、牛
角沱站。

换乘量增幅明显的站点：四公里站、上新
街站、冉家坝站，换乘客流分别增加2.0万、1.4
万人次、1.1万人次。

换乘量降幅明显的站点：两路口站、小什
字站、牛角沱站、大坪站，换乘量分别减少1.9
万人次、1.2万人次、0.8万人次、0.7万人次。

去年，我市完成涉及65个轨道站、105个
公交停靠站建设，改造后公交、轨道换乘距离
在100米范围内的站点占比85%，较优化前提
高26%，市民平均换乘距离由改造前的215米
缩短至35米。站点日均客流总量达到3.68万
人次，较开通前增加1.27万人次，增幅53%，显
著提升中心城区公交吸引力、竞争力、保障力。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王倩

单轨列车2号线穿行在花海中，成为一道城市亮丽的风景线。

乘客在重庆黄花园大桥北桥头升级改造后的公交车站台候车。

工人在重庆轨道交通四号线二期复盛站项目施工现场作业。新华社发

重庆市中心城区长江、嘉陵江两江交汇处的风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