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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讯 昨日，“榜样面对面”党的
十九大精神宣讲团走进綦江区开展了宣讲活
动，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罗成友就党的十九大
报告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同时结合自己学习
十九大报告精神的体会，以及多年来新闻工
作的实践，与大家一起，共同学习党的十九大
报告中关于新闻舆论工作的精神。

“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不忘初心，方得始
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罗成友
介绍，任何时代的新闻工作者，都是站在时代
的前沿的。我们作为新时代党的新闻工作

者，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中，需要明确自己所肩
负的历史责任，要有强烈的使命感。

新闻工作者的使命感不是抽象的，是具
体的、实在的，是体现在我们的每一次采访、
每一篇稿件、每一个版面、每一个节目中的。
我们在学习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增强使命
感中，就是要在新闻工作中维护以习近平为
核心的党中央的权威，围绕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中心，
服务好改革发展这一大局。

就如何在党的领导下坚持正确的舆论
导向，罗成友从他多年的新闻工作实践作
出了阐释。他表示要明白自己的身份，摆
正自己的位置。在宣传党的主张、党的方

针政策、宣传改革发展、宣传人民群众创造
性的经验、传递人民群众的呼声和要求的
岗位上。打牢理论和政策的根基。新闻舆
论要不偏离方向，坚持正确的导向。坚持
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新闻工作中的党性
和人民性，不是矛盾的，是可以很好地统一
在一起的。作为新闻工作者，要落实在具
体的新闻实践中。

罗成友表示，作为新闻工作者，在学习、
宣传、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中，要自觉地在思
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
致，打好理论政策根基，不断提高新闻业务水
平，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写出有思想、有温
度、有品质的作品来，做一个党和人民放心的
新闻工作者。

重庆商报讯 昨日下午，“榜样
面对面”党的十九大精神宣讲团大
渡口分团成员，大渡口区科学技术
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付晶晶，来到
建胜镇民胜村宣讲党的十九大精
神，参加宣讲会的村干部、党员、村
民代表近100人。

付晶晶深入浅出地为党员、群
众讲解，并列举了高铁、大飞机、
跨海大桥、移动支付等过去五年
的科技成就对我们的生活产生的
重大影响和带来的便利。付晶晶
还结合从国家到重庆市，从大渡
口区、建胜镇再到民胜村，各级政

府 和 组 织 为 老 百 姓 办 的 民 生 实
事，贴近群众生活，提升了群众的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重庆商报讯 12 月 6日，记者从市
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获悉，在第一段公交
优先道有序运行的前提下共同努力，杨
家坪至大坪公交优先道将于12月 12日
（星期二）正式开通运行。

据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9 月 12 日，我市首条公交优先
道（大黄路立交—两路口）正式投用，大
力提升了公交运输效能，受到市民普遍
赞誉。为了满足老百姓更多诉求，根据
市民集中反馈情况和交通运行实际，确
定延长大坪至两路口公交优先道，优化
升级杨家坪至大坪公交车道为公交优

先道，形成首条联通九龙坡
区和渝中区两大区域的跨区
域公交快速通道。

大坪至杨家坪公交优先道延伸段
正式运行后，该跨区域公交优先道全长
为8.3 公里（单向），全段双向6车道，沿
线设有公交停车港湾27个，公交线路有
37条，运力1135辆，日均运输26.4万人
次，起止点为杨家坪环道—两路口。工
作日的 7：00 至 9：00，17：00 至 19：00
时段内，仅允许公交车、执行任务的特
种车辆和校车等通行，其他车辆禁止驶
入。对违规驶入公交优先道的车辆，将
处以200元罚款，切实保障公交优先道
的专时专用。

“榜样面对面”走进綦江：

做党和人民放心的新闻工作者 “榜样面对面”进村宣讲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友

杨家坪至两路口
公交优先道12日运行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代庆

走！动车5小时跑西安
早上吃小面中午肉夹馍
西成高铁开通运营 商报记者全程跟车体验

“榜样面对面”宣讲现场
记者 郑友 摄

重庆商报讯 昨天，重庆到西安
的西成高铁正式通车运营。高铁开
通，会对公路客运、民航产生哪些影
响？

昨天下午，记者在多家航空公司
的官网上查询，发现重庆到西安的航
班架次没有变化，机票销售也很正常。

“我们的航班没有增加和减少，都
和平时一样的，没有任何调整。”重庆
一家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高铁
对重庆到西安的影响不大。

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运调科的
负责人表示，西成高铁正式通车运营，
对客车的影响比较大，尤其是前期更
大。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只要恢复常
态，客流就会正常，维持在一个正常的
范围内，这就要有所措施和准备。

“目前我们每天有一班客车从重
庆发往西安。”他介绍，坐客车到西安，
大概需要11个小时，而高铁只需要5
个小时，时间上客车没有一点优势。

其二是票价，现在重庆到西安是
166 元，而坐高铁二等票价为 279.5
元。“如果是我，高铁只比客车多 100
余元的情况下，我会选择高铁。”他透
露相关部门测算，如果客车票价还是
166元，客流或减少30%。因此，汽车
站与经营公司已经做出来了应对措
施，车票将优惠 10%，从 166 元降到
150元左右。这样客流或许会被拉回
20%以上。

西成高铁正式通车后
公路客流或减少30%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三波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黎静

昨日，西成高铁正式开通运营。早上8：20，
商报记者登上西成高铁首发列车D4281次，
该趟车经兰渝铁路在广元接入西成高
铁。西成高铁开通后，重庆至西安将
从目前的 9个多小时，缩短至 5
个小时左右。以后，早上在重
庆吃小面，中午就能到西
安吃正宗的肉夹馍
了。

早上8：00，重庆北站北广场8站台，西成高铁首发的D4281/4
次动车组已在站台等候，这趟车采用的是CRH2A型和谐号动车
组，车身上贴着红色横幅，重庆客运段4名身穿唐装的乘务人员站
在站台，格外引人注目，不少旅客争相与乘务人员合影。

乘客冯先生告诉记者，他老家在西安，自己在重庆读大学，毕业
后留在重庆上班。因为父母还在西安，从2012年开始，他几乎每个
月都会回西安看望父母。“我回家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火车，但最快

也要9个多小时，有些车要10多个小时，挺折腾的。”冯先生说，重庆
到西安的列车车票比较紧俏，经常买不到票，偶尔也坐飞机，但算上
来回机场的车程，也要5个多小时才能到家。“本来打算11月底休年
假回家，后来看到12月6日高铁开通的消息，马上决定推迟年假，坐
这趟车回家。”冯先生说，以后他回西安可能会更加频繁。

据这趟车的列车长王娅莉介绍，昨天重庆出发的首班列车上，
共有乘客624人，其中230多位旅客的目的地是西安。

记者还发现一个明显的变化，进入西成客运专线后，
手机信号也变强了。进入秦岭隧道群，拿出手机一看，4G
信号满格，打电话看视频都不受影响，随后记者打开微信
和朋友视频，信号一直很稳定，在隧道里也没有中断。

据悉，西成高铁4G信号良好的原因，在于一种特殊的信
号电缆（漏泄同轴电缆），简称为“漏缆”，它既具有信号传输
的作用，也具有天线功能，能发射信号。早在设计西成高铁
时，几家移动运营商就在隧道里铺设了替代基站的漏缆，铺
设高度与车窗平齐，自带信号，2G、3G、4G全覆盖。

“山丹丹花开那个红艳艳……”昨日，列车驶离合川站后，3号
车厢传来了一阵悠扬的陕北民歌，只见一对男女穿着陕北传统服
饰在车厢对唱，还扭起了秧歌。周围的旅客也被欢乐的气氛感
染，跟着他们又唱又跳。车厢内的精彩节目一个接一个，随后还
有捏面人和剪纸表演，九龙坡区文化馆（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中心）市级非遗项目剪纸传承人杨艺现场剪了一组动车组列车，
引得旅客连连叫好。节目结束后，“动妹”又端上了热腾腾的肉夹
馍给旅客品尝。“还没到西安，却能吃到肉夹馍，真的太幸福了。”
旅客陈先生说，他是做水果批发生意的，这次是到西安转车到山
西进货，没想到能在车上吃到当地特色小吃，太开心了。

这趟列车从重庆出发后，经由兰渝铁路抵达广元接入西成高
铁前，大部分时间时速都保持在150~160公里之间。11：20，动
车组抵达广元，这意味着，列车正式进入西成高铁，列车开始提
速，记者看到，列车最高时速达到245公里。

13：42，首发列车D4281次抵达了西安北，沿途经过合川、武
胜、南充北、南部、阆中、广元、宁强南、汉中、城固北、洋县西、鄠
邑，全程运行时间5小时22分钟。

首车乘客 推迟回家专等这趟车 以后回西安会更频繁

手机信号
西成高铁手机信号强 隧道群4G信号也满格

列车餐食
旅客动车上吃到西安特色小吃肉夹馍

列车时速
兰渝线时速150~160公里 西成线最高时速245公里

汉中

佛坪

阆中

成都

重庆

西安

西成高铁

兰渝铁路

广元

景点：阆中古镇
美食：张飞牛肉、保宁醋

景点：昭化古城、剑门关
美食：蒸凉面、脆红李

景点：诸葛古镇、张良庙
美食：面皮、浆水面

景点：熊猫谷
美食：野生猕猴桃

景点：秦始皇
陵、兵马俑、钟
鼓楼、大雁塔
美食：牛羊肉
泡 馍 、肉 夹
馍、胡辣汤、
油泼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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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至西安首发动车组列车即将发车 乘客拍下首发车次号作纪念 记者 李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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