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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

渝北区实现路边停车智能化
工
作
人
员
讲
解
智
慧
停
车
系
统
还没出门就可看到车停在路边的哪个位
置，停车交费手机一键完成。8月 9日，记者
从渝北区感知科技众创空间了解到，市民只
需要通过手机下载一个 APP，就可轻松享受
到智能停车的便利。
据了解，渝北区通过公开招投标引进科
技企业采取特许经营的模式，对路边停车进
行了智能化改造及运营维护，目前全区范围
内的路边停车场已实现智慧停车管理。
“渝北区智慧路边停车项目采用最新的
传感技术、先进的物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
建立，市民只需通过手机下载一个‘翼停’
APP就可享受到智能停车的便利。”重庆路
泊通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使用智
慧停车随时查阅路边及周边车位实时状况，
哪里有空余车位、停车收费标准一目了然，更
可以一键导航到想要停车的位置。每个停车

位上还会有一个传感器，当车子进入和离开
车位时，可自动感知，精准计时，停车费的支
付，
市民可以直接输入停车位的编号，
查看停
车费用后，使用手机 APP进行包括微信、支
付宝、电子钱包、扫码等多种电子支付方式。
“以前收费协管员用笔在纸上写时间计
时，准确性不好把握。以前车主找车位兜兜
转转，
车被剐蹭被窃，
找不到肇事者，
缴车费找
回一大把零钱不胜其扰，现在这些问题通过
智能停车就解决了。
”
该负责人表示，
渝北区智
慧路边停车系统的使用，对占道停车收费实
现更高效的管理，还可以利用车牌识别协助
公安部门跟踪查询违法车辆。同时也对停车
位的周转率、平均停车位利用率、高峰停放指
数等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实现对城市公共停
车场的有效管理。
记者 张春莲 摄影报道

出门看天

今明两天主城有雨
昨日，
市气象台发布消息称，
受高空槽和
低层冷空气的影响，今天重庆西部以及东南
部 将 有 阵 雨 或 雷 雨 ，全 市 最 高 温 将 不 超
35℃。明日东南部雨势加强，有中到大雨，
其余地区降雨或分散阵雨转多云，主城最高
温将在 32℃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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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明天
后天

阴天有阵雨
阵雨
阴天转多云

2
5
℃～3
2
℃
2
4
℃～2
9
℃
2
4
℃～3
4
℃
记者 范圣卿

招贤纳士

我市遴选公务员 126名
昨日，
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
我市下半年遴
选公务员126名，
8月14日至8月22日报名。
据悉，遴选（组织）单位包括市人大常委
会办公厅遴选 6名，市科委遴选 6名，市交委
遴选 2名，市国土房管局遴选 17名、市地税
局遴选 15名，市工商局遴选 30名，市质监局
遴选 10名，市体育局遴选 3名，市安监局遴

选 5名，市档案局遴选 4名，市供销合作社遴
选 2名，市政协办公厅遴选 4名，市检察院二
分院遴选 9名，市红十字会遴选 1名，万盛经
开区人力社保局遴选 12名。报考人员请在
规定的时间内登录“重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网”(
ht
t
p：
/
/
www.
cqhr
s
s
.
gov.
cn)
提交报
考申请。 记者 周小平 实习生 金依双

创新创业

优秀创业孵化基地奖 30万
昨日，记者从市人社局获悉，我市出台
《重庆市市级创业孵化基地（园区）认定和
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办法），促进市级创业
孵化基地、留学生创业园区、返乡农民工创
业园区等创业载体可持续发展，支持以高
校毕业生为主的青年群体、登记失业人员、
返乡农民工、留学人员等重点群体创新创

业。
据了解，目前我市已有市级创业孵化基
地（园区）109个，市人社部门将对其进行年
度评估。优秀的基地（园区）将获得 30万元
奖励，
不合格的提出整改意见，
整改不合格的
将面临取消命名的处罚。
记者 周小平 实习生 金依双

江北建成孵化基地 7个
昨日，记者从江北区人社局获悉，江北区
已建设国家级和市级创业孵化基地 7个，
入驻
基地企业600余户，
累计吸纳就业近1.
7万人。
各基地除提供物理空间外，还集成提供

创业培训、创业指导、人事代理等公共服务，
累计开展创业培训（讲座）、创业沙龙、项目路
演等创业服务活动 1300余场次。
记者 聂莎

资讯台

12日起公交 398路开通
昨日，重庆南部公交公司发布消息，12
日起公交 398路开通，运行融创欧麓花园至
会展中心。
公交 398路沿途停靠站点——
顺向：融创欧麓花园城、况家塘、欧麓花
园城东站、鹿角路口、欧麓花园城西站、米兰
路、米兰路 1站、金科中央御院、茶花小镇、米
兰路口、玉马路、茶园内环站、南坪南路、响
水路口、
宏声路 1站、
宏声路 2站、南滨路黄葛

渡站、
会展中心。
逆向：会展中心、
南坪南路、
茶园内环站、
玉马路、
米兰路口、
茶花小镇、
金科中央御院、
米
兰路1站、
米兰路、
欧麓花园城西站、
鹿角路口、
欧麓花园城东站、
况家塘、
融创欧麓花园城。
398路开收班时间——
融创欧麓花园城：6
:
3
0
—2
0
:
0
0
，会展中
心：7
:
1
0
—2
0
:
4
0
，实行一票制，票价两元，纳入
换乘。
据华龙网

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 17日开始
第九届全国残疾人艺术汇演（西部片区）
将在我市展开，16个省市代表队的百余节目
将于 8月 17日至 24日在重庆川剧艺术中心
举行。
据悉，本届艺术展演将分别在山东省济
南市（东部片区）和重庆市（西部片区）举行，
全国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共 32
支代表队、211个节目、近 3000名残疾人演

职人员参加汇演，进行声乐、器乐、舞蹈、戏曲
四大类型的节目展示。西部片区共有来自江
西、湖北、湖南、广西、海南、四川、重庆、贵州、
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新
疆兵团 16个参赛代表团的 1300余人参加，
共收到舞蹈、声乐、器乐、戏曲四个门类共
106件展演作品。
记者 徐若婕

江北嘴新增企业 272家
昨日，记者从江北嘴管委办获悉，今年
上半年，江北嘴中央商务区经济快速增长，
新注册企业 272家，同比增长 74.
36%。目

前，江北嘴中央商务区入驻企业及社会单位
总数首次突破 1000家，
达到 1112家。
记者 聂莎

全国拉拉操联赛 江南小学夺冠
家有闲钱

优质创业板个股可重点挖掘
沪指昨日延续调整态势，收盘小幅下挫
0.
42%，收报 3261.
75点，盘中一度跌逾 1%，
回踩 30日均线。两市合计成交 5239亿元，
行业板块多数收跌，
前期表现强势的煤炭、钢
铁、有色三大周期类股集体走弱，
领跌两市。
巨丰投顾认为本轮沪指冲击 3300点的
做多主力是钢铁、煤炭、有色等强周期股，短
期相对高位并且分化已经展开，存在阶段性
顶部的可能。昨日，部分低市盈率以及上证
50重新表现，市场业绩为王的主调依旧。此
外，
近期涨价概念持续表现，
但已涨标的切勿
追高，
不妨关注有涨价预期的题材，
比如玻璃
等。操作上，中报行情还未完，
建议继续关注
中报业绩预增超预期个股。

宁波海顺认为，昨日临近午盘时的快速
下杀还是给市场带来了一定的恐慌，好在下
午整个盘面还是保持稳定，并未进一步引发
恐慌盘。我们认为后市大幅下杀的可能性
还是不大，这一轮上涨的内因还是跟以前有
所区别，更大的可能性还是资金趁调整之际
做一个短暂的风格切换，周期股获利了结的
资金很可能转向低位的优质中小创个股。
对于一些业绩成长性较好的创业板个股可
以重点去挖掘，这当中也包含了从去年底一
路下杀的次新股，当中也会有很多被错杀的
个股，当它们的估值趋于合理后，后市会逐
渐被关注。
本报综合

近日，2016-2017年全国拉拉操联赛总
决赛暨中国拉拉之星争霸赛总决赛在江苏溧
阳市举行，重庆江南小学 Mer
cur
y拉拉操队
斩获丁组爵士项目冠军和丁组集体花球自选
项目季军。
据了解，江南小学 Mer
cur
y拉拉操队由

9岁至 12岁的小学生组成，在组队两年多的
时间里，Mer
cur
y拉拉操队就在 2016年意
大利拉拉操锦标赛（公开）中崭露头角，以近
乎完美的表现，征服了世界各国的选手和国
际评审团，获得小学组双人爵士、双人街舞、
集体花球三项世界冠军。
记者 聂莎

喜乐溪小学月底交付使用
近日，喜乐溪小学一期项目主体工程已
完工，目前正在进行车库设施安装等扫尾工
程。
喜乐溪小学位于五简路、五江路与五红
支路间，项目占地面积约 31.
8亩，建筑面积

约 61559平方米，自 2016年 5月 30日开工
建设，一期项目设置 36个教学班，每间教室
有 80平方米，各项室内功能全部达标，预计
本月底能如期实现交付使用目标。
记者 聂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