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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笔试16日开始网上报名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秦健
重庆西站即将投用 快看如何进出站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黎静

广告

这次冰雪旅游季，石柱将冰雪
资源、民俗活动及滑雪竞技活动相
结合，除传统的年猪宴、轿夫号子
等当地特色民俗活动外，还增设了
双板滑雪、单板滑雪、高山滑雪、滑
雪教学、雪上飞碟、雪地摩托车等
独特冰雪体验项目，游客可到千野
草场、大风堡、“Let's go 游乐世
界”等景区体验冰雪旅游的乐趣。

其中，以“森林康养，四季游乐”
为主题，总体规划面积6000余亩，
按照 5A 级旅游景区打造的 Let's

go游乐世界，在1月 6日正式开
业迎客。一期完工的冰雪运动场，
包含戏雪道：长190米，宽35米；雪
圈道：长120米，宽32米，平均坡度
7度，可以同时开8条雪圈滑道；初
级道：长200米，宽70米，平均坡度
8度；中级道：长240米，宽60米，最
大坡度15度；高级道：长320米，宽
40米，最大坡度20度，今后将延长
至500米，最大坡度30度。雪道缓
冲和儿童游乐区3万余平方米。滑

雪道将配套三条魔毯长420米，观
光吊椅缆车800米，以及5300平方
米的滑具大厅和存水量达3万吨的
蓄水池。

为滑雪滑草运动场功能配套的
钢结构滑具大厅完成之后将配备
1800 套个人滑雪器材，100 个雪
圈，3台雪地摩托车和预计80人的
滑雪教练团队。

冬季的石柱，最美之处莫过于
千野草场构筑的色彩雪原。这色
彩得归功于千野草场上无处不在
的火棘景观。冬天，白雪皑皑，银
装素裹，雪地里透出的火棘果，红
得更艳，分外妖娆。在千野草场
上，青翠的绿叶与红似骄阳火棘果
实掩藏在白雪中，成为石柱冬季最
美的风景。

除了观看雪中火棘，游客还可
以到大风堡滑雪场打雪仗，晚上再
来个地地道道的雪地烤羊与篝火晚
会，热热闹闹度过寒冷的一天。

本次冰雪旅游季，石柱更加注

重项目与游客间的体验感、互动性
与参与度，打破置身冰雪景观之外
的“赏”与“观”，开发融入体验项目
之内的“玩”与“乐”。

据了解，2017 年，石柱共接待
游客822万人次，创旅游综合收入
50.1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0.31%、
46.78%，黄水旅游区单日游客量突
破18.5万人次。

■自驾线路
（1）G50 高速公路：江北—垫江

—忠县—大歇或黄水（河源）下道
—黄水旅游区，约260 公里。

（2）G50S 高速公路：南岸—涪
陵—丰都—石柱县城—大歇或黄水
（河源）下道—黄水旅游区，约 220
公里。

■动车线路
重庆北站北广场—石柱县站

（约 1 小时 10 分），转乘客运车—黄
水旅游区(约1小时)。

石柱冰雪旅游升级 赏雪滑雪耍事更多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张瀚祥

对重庆市民来说，每年的冬天，赏雪滑雪是充满诱惑的旅游活动，
而依托黄水民俗旅游区高寒的气候优势、得天独厚的冰雪资源，冬日
里的石柱成为重庆热门旅游地。日前，首届石柱欢乐冰雪季启动。

石柱雪景 石柱县旅发委供图

重庆西站站房呈流动曲线型，建筑面积11.94万平方米。记者 黎静 摄

重庆商报讯 重庆西站即将
投用，它是我市规划的“三主两
辅”客运枢纽中的一主，位于沙坪
坝区与九龙坡区之间，由铁路站
房、站场和地方配套综合交通枢
纽构成，同时也是渝贵铁路、渝昆
高铁、兰渝铁路、襄渝铁路、川黔
铁路等干线铁路的始发终到站。
目前，重庆西站已经完工，建成后
的重庆西站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1月 11日，重庆商报记者提前为
你打探。

西站主体站房分为3层

1 月 11 日下午，记者来到重
庆西站站房外，整个站房呈流动
曲线型，“重庆西站”四个大字立
在站房楼顶。重庆西站采取线上
式布局，为特大型站房，建筑面积
11.94 万平方米。主体站房分 3
层：地下一层为出站层、地上一层
为站台层、地上二层为高架候车
层。从出站层进入重庆西站，目
前站前广场施工已经完成，出站
层的地砖、导向标识等都已经完

成安装。出站层还专门设有平扶
梯，方便旅客出站。

出站层的东侧为出站出口，
西侧预留紧急疏散出口，设置有
贯穿东西向的24米宽出站通道，
换乘通道东侧连接东广场地下空
间。东站房中部为出站厅，两侧
设置售票厅（轨道交通）、设备用
房和其他旅客服务等。

进出站采用上进下出

顺着通道往上就是站台层，重
庆西站规划设计 29 个站台面 31
条到发线，分别引入渝昆高铁、渝
贵铁路。其中渝昆车场设置5台
11线，渝贵车场设置6台12线。

重庆西站采用上进下出的进
出站模式，进站旅客可乘坐地铁、
公交等交通工具通过东站房广厅
或乘坐出租、旅游、社会车辆驶至
南北落客平台直接进入候车大厅
检票进站上车。

而下车的旅客可从站台通过
南北两侧自动扶梯到达地下一层
换乘通道，步行 100~500 米到换
乘大厅，再转乘地铁、公交、长途、
出租、旅游、社会车辆。

重庆商报讯 记者从重庆市
交委了解到，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
控制性工程之一——明月峡长江
大桥钢围堰10日正式开始下沉。
这标志着铁路枢纽东环线全线建
设正有序推进，全线预计2021年
底建成，届时将串联起重庆北站、
重庆西站、重庆东站等铁路综合交
通枢纽和江北国际机场综合枢纽，

以及主城及周边多个重要组团。
建成后，重庆北站到江北机场车程
12分钟左右，极大地方便市民出
行，拉动地区经济发展。

中铁二局重庆铁路枢纽东环
线项目经理部常务副经理李传华
介绍，重庆铁路枢纽东环线正线，
位于重庆市主城区内，线路按照
国铁 I 级标准、双线、时速 160
公里进行设计建设，起于江津区，
终点接轨于襄渝铁路磨心坡站，

东环线正线全长158.7公里，新建
车站 8座；同步建设机场支线和
黄茅坪支线。

记者了解到，重庆铁路枢纽东
环线江北机场站与轨道 10号线
T3A航站楼站呈十字交叉，今后
在T3A航站楼前的换乘枢纽负二
层换乘大厅，可购买火车票，然后
在负四层乘坐火车。重庆市交委
副主任汪钦琳表示，铁路枢纽东环
线正线计划在 2021 年底建成投

用，机场支线铁路工程力争2020
年底建成，建成后，市民从重庆北
站乘坐东环线可直达江北机场，车
程约12分钟，极大地方便市民出
行。待规划的枢纽西环线建成后，
枢纽东、西环线将在主城区形成完
整的“环线”，高峰时段实现5分钟
发车，实现公交化运营，便捷市民
出行，缓解城区拥堵。

市交委介绍，铁路枢纽东环
线通过支线和专用线深入到9个

工业园区内百万吨货运量企业仓
库，打造立体高效能力强大的货
物集疏运体系，降低沿线园区货
物运输成本。“近年来，众多知名
整车企业落户重庆，汽车产量逐
年攀升，铁路枢纽东环线黄茅坪
支线建成后，将有效满足车企的
运输需求。”汪钦琳介绍，以长安
福特为例，长安福特整车运输在
重庆主城内将 100%通过铁路运
输，极大地减少了运输成本。

重庆商报讯 昨日，市教育考试
院发布了我市 2018 年上半年中小学
教师资格考试笔试公告，1 月 16~19
日，考生进行网上报名，3 月 17 日举
行笔试。报考条件、报名流程等快看
过来！

根据安排，考生须本人通过教育
部考试中心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
（http://www.ntce.cn）上报名系统进
行报名。所有考生报名前需要重新进
行注册，重新注册操作不影响考生已
获得的笔试和面试成绩。考生网上报
名后需等待当地教育考试机构在网上
审核。报名成功后，考生可于考试前
一周（3月 13日~3月 16日）登录教育
部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站报名系
统，自行下载并打印准考证。

所有科目考试均采用纸笔方式进
行。考生需提前到学信网（www.ch-
si.com.cn）查询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
案表，为面试现场确认做准备。

重庆商报讯 最近两天，我市迎
来久违的暖阳，白天气温开始回升，但
早晚间气温依旧低迷，部分地区出现
霜冻。市气象台预计，今天，我市大部
地区仍将以晴好天气为主，晨间还需
继续提防霜冻天气带来的影响。明
天，天空云量增多，各地以多云间阴天
的天气为主，局地低温仍在-5℃左右，
部分地区有霜冻。后天，阳光撤离，阴
天当道，局地有零星小雨，大部气温
1～12℃，城口及东南部-1～10℃。

■未来三天天气
今天：各地多云到晴，部分地区有霜

冻。大部地区气温-3～14℃，城口及东南
部-6～10℃。主城多云间晴，4～13℃。

明天：各地阴天间多云，局地有零星小
雨。大部地区气温0～12℃，城口及东南部-
2～7℃。主城阴天间多云，7～10℃。

后天：各地多云间阴天，部分地区有霜
冻。大部地区气温-2～14℃，城口及东南
部-4～10℃；主城多云间阴天，4～12℃。

铁路枢纽东环线2021年底建成 串起三大铁路交通枢纽

■售票大厅：4个
重庆西站站房部分分东、

南、北 3 个进站口，共 4 个售票
大厅，东门设有两个售票大厅。

■检票口：22个
候车厅设有 22 个检票口，

配有自动检票的进站闸机，可
凭 火 车 票 和 身 份 证 刷 卡 进
站。候车厅内有商业夹层，未
来将引入餐厅、超市等商家。
目前，候车室内的座椅已经基
本安装完毕，还有一些工人在
做清洁。

■进站扶梯：6部
通过公共交通来重庆西站

的旅客，一般先到站前广场平
层东门。在这里，设置有 6 部自
动扶梯，可直达站房第二层候
车厅。选择自驾、出租车抵达
重庆西站旅客，一般在南门或
北门下车，经这两个门可直接
进入候车厅。

■出站：4部电动平步道
经出站通道，最远步行 400

米即到达站前换乘枢纽。出站
通道内设有 4 部电动平步道，这
是在火车站内首次设置电动平
步道。此外，在出站通道口两侧
还设有两部无障碍电梯，可直达
候车厅。

■停车位：1000余个
重庆西站共规划有社会停

车位 3200 个，一期投用时可提
供1000 余个社会停车位。

■换乘大厅：楼梯电动扶梯
共37部

换乘大厅内设有楼梯、电动
扶梯共 37 部。换乘大厅两侧分
别可乘坐长途汽车、公交车，步
行时间约 2 分钟。预计始发公
交线路 12 条，其中 4 条为接驳
轨道的线路，总配车数 255 辆，
日发车 3000 班次。在长途客运
方面，将有 40 条长途客运班线
接入，预计日发班次200 班。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李舒

抓紧晒太阳 周末阳光减少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