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庆双节
社区居民与老兵联欢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友

国庆中秋自驾去哪里
这份地图带你看风景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张瀚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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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讯 昨日下午，南岸区龙
门浩街道上新街社区原区政府办公楼院
坝，欢声笑语不断。昨日下午 2：30，由
该区拥军优属协会（筹备）主办的“庆国
庆迎中秋 关爱老兵”主题活动正式开
始，南岸区民政局副局长樊元、区拥军优
属协会（筹备）会长贾紫焰等，在感恩老
兵和祝福他们双节快乐的同时，将慰问
金分别交到了现场 10位老兵代表的手
上。

今年84岁的粟远奎是重庆老兵敬老
助老会理事长，他昨日在发言时表示，在
全国拥军模范贾紫焰的倡导下，长期关
爱老兵，这有助于在社会上形成敬老、助
老的良好风气和弘扬传统美德。记者在
活动现场看到，上新街社区除了精心组
织歌舞表演，还有套圈、踢毽、猜灯谜和
有奖问答等趣味活动，居民踊跃互动，将
整场活动的热烈气氛推向高潮。

慰问老兵代表 记者 郑友 摄

1·四川自驾区
成都周边古镇、青城山、都江堰、三星堆，川西318与

317国道沿线及周边（含稻城）、九寨沟、年宝玉则，川西
南阳光度假区（西昌、泸沽湖）、川北阆中古城、剑门关、
光雾山（北上汉中），川南竹海及古镇（南下赤水）。

2·贵州自驾区

黔中红枫湖、黄果树瀑布、屯堡苗寨，黔北遵义（赤
水、仁怀）、铜仁（梵净山），黔东南凯里、西江、镇远，黔南
都匀、荔波，黔西兴义马岭河、北盘江大峡谷、威宁草海。

3·云南自驾区

滇中昆明、玉溪（抚仙湖），滇南西双版纳，滇东文山
（普者黑、坝美），滇东北昭通（豆沙关、大山包）、会泽（念
湖、娜姑）、曲靖（宣威可渡河、沾益海峰湿地），滇西北大
理、丽江、香格里拉，滇西南腾冲、瑞丽、畹町。

4·两广自驾区

桂东桂林、阳朔，桂南北海、涠洲岛、桂西北巴马长
寿之乡，粤南阳江海陵岛。

5·海南自驾区

海口—文昌—琼海—博鳌—万宁—陵水—三亚。

6·渝东北-鄂西自驾区

北线：重庆—万州—奉节—巫山—神农架—武当山
—襄阳。

南线：重庆—垫江—石柱—利川—恩施。

环线：重庆—达州—万源—城口—神田—岚皋—八仙
—镇坪—巫溪—奉节—恩施—利川—石柱—垫江—重庆。

7·渝东南-湘西自驾区

重庆—南川—武隆—黔江—酉阳—秀山—矮寨—吉
首—凤凰（花垣—张家界）。

8·皖南赣北自驾区

重庆—涪陵—恩施—宜昌—荆州—武汉—九江庐山
—景德镇—婺源—黄山（周边徽派古村落、黄山）。

9·陕西自驾区

重庆—达州—万源—安康（或汉中）—秦岭山脉
—西安—华山—（延安）。

10·山西自驾区

壶口瀑布—平遥古城—太原—大同云冈石窟。

11·西北自驾区

天水麦积山、兰州、张掖、嘉峪
关、敦煌、祁连山草
原、青海湖、西宁，平
凉崆峒山、中卫沙坡
头、银川、额济纳旗。

12·西藏自驾区

川藏（318）线、
拉萨、滇藏（214）线。

重庆商报讯 2017年国庆、中秋八天长假
将至，面对超长假期，如何才能更好地享受旅途
呢？昨天，携程旅行网报告显示，像贵州天眼、
上海洋山港、港珠澳大桥等平时较冷门的景点
或许有惊喜；而故宫、上海迪士尼、秦始皇兵马
俑等景点，将出现人流如织的壮观场面。

携程网旅游预订数据显示，在旅客选择目
的地的时候，三亚、北京、昆明、兰州、厦门、乌
鲁木齐、桂林、丽江、西安、上海等地备受欢迎，
而西北和西南地区同样有不俗的热度。

同时，根据携程发布的《十一人气景区榜
单》显示，北京故宫、上海迪士尼、秦始皇兵马俑
博物馆、黄山风景区、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鼓
浪屿、青城山、深圳欢乐谷、老虎滩海洋公园、东
方明珠排名前十。

那么，又有哪些地方和景区人会相对少一
些呢？位于贵州平塘深山、500米口径球面射
电的望远镜“天眼”，是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
的科学望远镜，在这里旅客可看到非常震撼的

“天上之美”。而在上海的
洋山港，旅客可以从山上远
眺，一睹东海之滨的波澜壮

阔。
除 了 贵 州

天眼、上海洋山
港外，像三峡大
坝 、港 珠 澳 大
桥、海南文昌航
天发射中心、青
藏铁路等景区
或线路都会带
来意想不到的

惊喜，而
且 人 流
要 少 许
多。

国庆中秋佳节即将到来，你知道重庆人最喜欢自驾去的地方是哪里吗？27日，重庆
市规划局发布《2017重庆国庆自驾游地图》，梳理出了重庆人最爱去的12个自驾区，带
你玩转整个假期。

如果你不想去凑热闹
这些冷门地方有惊喜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三波

重庆商报讯 国庆黄金周将至，9月27日，重庆市
公安局交巡警总队发布国庆出行避堵方案。

A·市区
1·易堵时段
预计9月 30日至10月 1日主城区路网易拥堵缓

行；10月2日至7日主城区路网拥堵程度下降到畅通状
态，节日期间最为畅通；10月8日至9日主城区路网拥
堵程度逐渐增加并达到易缓行程度。

2·易堵节点
10月 1日主城区将迎来出城高峰，预计海峡路往

四公里方向、四公里立交，G93成渝高速出城、新溉路
往渝鲁大道方向等通道将迎来车流高峰；10月8日主
城区将迎来返城高峰，预计渝鲁大道、西环立交、四公
里立交、东环立交、江南立交等进城主要通道和节点
将出现时段性交通拥堵。

3·易堵路段
10 月 1 日易拥堵缓行道路有解放东路、三峡支

路、五黄路、重庆黄花园大桥、苍白路、陕西路、丁香
路、民族路等。

10月2日至7日易拥堵缓行道路有朝天门长江大
桥、海峡路、童家桥正街、五童路、松牌路、红石路、华
福大道、嘉陵江滨江路等。

10月 8日易拥堵缓行道路有三峡支路、丁香路、
解放东路、陕西路、新桥正街、梧桐路、中山二路、兰美
路、新山路、山洞路等。

长假出行攻略出炉 这个方案为你避堵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代庆

人民解放纪念碑、磁器口、重庆朝天门广场、重庆
云阳龙缸国家地质公园、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洪崖
洞民俗风貌区、重庆武隆天生三硚风景区、大足石刻
旅游景区、重庆野生动物世界、丰都鬼城、美心洋人
街、重庆中央公园、重庆园博园游客多。

龙湖时代天街、西部奥特莱斯购物广场、万达广场
（南坪店）、万象城、协信星光时代广场（南坪店）、万达
广场（巴南店）、万达广场（永川店）、大融城、王府井奥
莱（解放碑店）、日月光中心广场游客多。

C·景点商圈

重庆商报讯 由于今年“国庆”、“中秋”双节连
休，昨日，沙坪坝区交巡警支队发布消息提醒市民，
来沙坪坝游玩，请这样走。

A·前往磁器口景区
自驾线路
1.内环杨公桥立交-烈士墓转盘-212国道杨双

段-磁童路-磁器口景区
2.北碚-同兴-童家溪-井口-双碑-212国道杨

双段-磁童路立交-磁器口景区
3.沙坪坝区歌乐山镇-壮志路（或凌云路）-烈士

墓转盘-212国道杨双段-磁童路-磁器口景区
公交线路
公交可乘坐202路、220路、224路、237路、261路、

467路、503路、808路到磁器口站下，也可以乘坐209
路、215路、234路、248路、501路、504路、566路、805
路、843路到童家桥站（磁器口地铁站相邻）下

轨道
1号线磁器口站下

B·前往红岩魂广场、白公馆、渣滓洞
自驾线路
1.内环杨公桥立交-烈士墓转盘-双碑转盘-壮

志路-凌云路
2.北碚-同兴-童家溪-井口-双碑-大川路口-

凌云路-壮志路-红岩魂广场
3.沙坪坝区歌乐山镇-壮志路（或凌云路）-烈士

墓转盘（或大川路口）-红岩魂广场
公交线路
公交车乘坐209路、210路、215路、234路、248路、

467路、501路、504路、566路、805路、808路、821路
轨道
乘坐1号线到烈士墓站下

C·前往歌乐山国际慢城
自驾路线
1.沙坪坝区-双碑（中远路）-中梁镇场镇-后槽

路（开心农场-花田筑梦-太寺垭蓝莓谷）或者碚金路
（桑醍蓝莓-海石公园-荷塘月色）

2.沙坪坝区-歌乐山镇-碚金路-中梁镇场镇
公交线路
1.乘坐278路（沙坪坝站西路-歌乐山广场）或者

280路（金沙港湾-歌乐山广场）-243（歌乐山广场-
中梁镇场镇）

2.乘坐296路（双碑-中梁镇场镇）

重庆商报讯 昨日，成都铁路局介绍，2017 年
十月中秋国庆黄金周假日铁路运输方案已经出
台。长假期间，四川、重庆、贵州预计发送铁路旅
客约 1080 万人次，为应对假期客流高峰成都铁路
局将首批加开以及重庆列车 880 余趟次方便旅客

出行。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成都铁路局

在大假期间将首批加开、重联动车组686趟次，加开
普速客车198趟次应对假日客流高峰。其中，9月30
日、10月 8日加开重庆北至万州北C6438/7 次动车
组4趟次，10月1日至8日加开重庆北至峨眉山动车
组32趟次。

重庆商报讯 运用互联网和物联网
技术，感知消费习惯、预测消费趋势、引
导生产制造的智慧零售模式正在来袭。
9月27日，重庆苏宁方面透露，借今年国
庆大促之机，重庆苏宁将引入全新智慧
零售模式，并给出亿元让利回馈消费者。

重庆商报讯 喜欢夜生活的你一定
去过九街，而九街又将迎来新的“耍
事”。9月 27日，江北区发布消息称，位
于九街万汇中心的万汇·乐奇世界在10
月 1日正式开业迎客，届时市民可以趁
国庆长假期间来九街体验国内首个的大
型室内高科技体验乐园。

项目负责人介绍，万汇·乐奇世界位
于九街万汇中心内部，占地面积约 5万
平方米，主要以都市游乐体验式商业为
主，为市民定制全天候、游憩式的型格生
活，同时集时尚购物、时尚餐饮、休闲娱
乐、特色餐饮、科技游乐为一体。

其中，TOPS大型室内智慧科技体验
乐园更是令人瞩目，共有大型娱乐设施
设备15种 100余台，以国外知名游戏公
司成熟商业模式为基础，将室外游乐项
目与室内商业体相结合，将科技、娱乐、
休闲、购物、消费相结合，以高科技、高精
尖的大型软硬件娱乐设施设备和全球最
新的多种科技娱乐项目为集成，通过声、
光、电、高仿真等手段，结合时下流行的
3D、VR、AR等高新技术，共同营造出虚
拟与现实完美融合的科技娱乐氛围。以
科技娱乐设施设备和互联网建设为核心，
内部打造充满现代科技、文化创新和网络
智慧的大型室内高科技娱乐体验乐园。

重庆商报讯 日前，渝北区龙山
街道旗山路社区在香草天空小区内举
办“我们的节日·中秋”游园活动，活
动现场不仅吸引了市民前来参加游园
活动，还有市民在现场晒起了自己的
幸福生活。

9月 30日 14点至 19点，重庆北站预计会有拥堵
或缓行现象，受影响路段有丁香路、梧桐路、新溉大
道、兴盛大道、人和大道、民安大道、人兴路、庐山大
道、泰山大道等。

D·车站

国庆中秋节 到沙坪坝玩这样走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付迪西

■相关新闻

川渝黔旅客乘火车出游 880余趟列车应对客流

上下歌乐山、歌乐山森林公园的车辆可选择新
山路、梨新路、中远路，避开杨公桥至童家桥，烈士
墓、壮志路、凌云路交通拥堵路段；需前往双碑、井
口方向的车辆可选择内环快速路、渝合路，避开杨
公桥至石井坡，磁童路至沙滨路交通拥堵路段。

■新闻延伸

过境车这样绕行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黎静

沙坪坝区，民警在指挥交通。 沙区警方供图

新耍事
九街万汇·乐奇世界开业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陈竹

发红包
重庆苏宁让利亿元给消费者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翰书

迎中秋
市民游园晒幸福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真

TOPS大门实景 受访者供图

磁器口景区：沙磁广场临时停车场、沙滨路沿线
施划停车位停车；红岩魂广场：气象台支路、白公馆
后面空地等临时停车位；白公馆、渣滓洞：四川外语
大学新校区内停车场、壮志路气象台支路、白公馆停
车场、白公馆停车场上行100米停车场、渣滓洞停车
场停放；三峡广场：煌华停车场、南开苑停车场、华润
停车场、原公安分局停车场、立洋停车库、华宇停车
库等；歌乐山停车场（点）：开心农场200左右，花田
筑梦 80 个，太寺垭蓝莓谷 150 个，荷塘月色 200 左
右，桑醍蓝莓10个，海石公园250个左右。

这些地方可停车

B·高速
1·易堵时段
出城拥堵高峰为9月 30日 15时至 20时、10月 1

日7点至12点、10月2日10点至11点；返城拥堵高峰
为10月5日16点至18点、10月6日16点至19点、10
月7日16点至18点。

2·拥堵趋势
预计重庆市高速在10月1日7点至16点、10月2

日10点至11点为出程拥堵高峰，返程10月5日至10
月8日拥堵较分散，预计10月5日16点至18点、10月
6 日 16 点至 19 点、10 月 7 日 16 点至 18 点为返程高
峰。

3·易堵路段
（出程）易拥堵缓行的高速有 G42 沪蓉高速、

G75 兰海高速、内环快速、G85 渝昆高速、G65 包茂
高速、G50 沪渝高速、G5001 重庆绕城高速、G93 成
渝环线高速。

（返程）易拥堵缓行的高速有G85渝昆高速、G75
兰海高速、G93成渝环线高速、内环快速、G50沪渝高
速、G42沪蓉高速、G65包茂高速、三环高速。

4·易堵收费站
沙坪坝收费站、北碚收费站、G50 江北收费站，

G65渝北收费站、G65草坪收费站。

商报图形 肖遵怡 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