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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起，已经可以购买
大年三十的火车票啦，你抢到
票了吗？春运即将拉开帷幕，
此时，一张回家的火车票承载
了太多太多乡愁。然而，回家
的路上可能会出一些小插曲，
比如火车票掉了。

过去，实名制车票丢失后挂

失补办，仅限于开车前，而且补
办流程复杂。也就是说，如果
在乘车途中不小心丢了火车
票，旅客只能自认倒霉，须自丢
失站起（不能判断时，从列车始
发站起）补收票价，核收手续费。

12月17日，中国铁路总公
司首次明确，从2017年1月1

日起，旅客的车票丢失可以在
途中或者到站后再挂失补办。
旅客若在列车上、出站检票前
丢失实名制火车票，只要提供
身份证件、有效购票信息，经核
验确有购票信息，且原票未被
使用的，可在列车上、出站口办
理挂失补办手续。

注意啦！这些新规将在2017年1月1日起实施

元旦起 成都新车上牌须达“国五”
火车票补办、航班信息查询和身份证办理都有大变化

2017年正马不停蹄地向我们走来，新的一页，将以新的方式打开。
成都市民买车前要留心了，轻型汽油车要达到“国五”标准才能上牌了；在外漂泊的川人，今年过年回家，火车票出站前丢

失可挂失补办；坐飞机遇到航班延误，可直接登录民航局网站申请确认原因；身份证丢失，在异地所有省份都可以办理了……
即将到来的2017年，一大波新规，将给你我的生活带来一系列变化，这里，我们就来“剧透”一下。

今后买车得先看看它的排
放标准了。2017 年 1 月 1 日
起，成都将严格按照“国五”标
准办理轻型汽油车、重型柴油
车（仅含客车和公交、环卫、邮
政用途车）的新车上户业务，
不达标的新车将无法办理上
户业务。

新 规 将 分 三 个 阶 段 实
施。自2017年1月1日起，所
有制造、进口、销售和注册登
记的轻型汽油车、重型柴油车
（仅含客车和公交、环卫、邮政

用途车），须符合“国五”标准
要求。自2017年7月1日起，
所有重型柴油车办理新车上
户，必须符合“国五”标准要
求。自2018年1月1日起，所
有制造、进口、销售和注册登
记的轻型柴油车，须符合“国
五”标准要求。

外地转入成都市的车辆，
也将参照成都新上户排放标准
进行注册登记。如果是在
2016年12月31日前购买的机
动车，由于种种原因在2017年

1月1日办理登记上牌的，以全
国统一的机动车销售发票开具
的时间为依据，因此，依然可以
上牌。该新规只针对新车，对
于二手车的过户，不受排放标
准的限制。

市民在购车时，建议主动
向销售企业了解预购车的具体
排放标准，或是通过查询合格
证、拨打成都市环保局电话
028-61359757、登录机动车
环保网等方式查询车辆是否达
到“国五”标准。

2015年初，四川省公安厅全民
推出攀枝花、泸州、广安等十市州
异地办理身份证服务。之后，身份
证异地办理范围逐渐扩大，从全省
扩大到省外。

2017年1月1日起，我省居民
身份证异地受理范围新增广东、福
建、宁夏、西藏、新疆 、广西、内蒙古

等7个省、自治区。至此，我省居民
身份证异地受理范围将扩至全国
所有省、市、自治区。

另外，自2017年 1月1日起，
符合省内异地办证条件的阿坝、甘
孜、凉山州群众，可在成都市范围
内所有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点申
请异地办证。

成都新车上户明年执行“国五”标准

火车票丢失可在途中或到站后补办
出行

对于“空中飞人”来说，最
痛苦的莫过于被困在机场等飞
机起飞了。2017年元旦起，旅
客想知道所乘航班为何延误或
取消，可直接登录民航局网站
申请了！

旅客可通过中国民用航空
局消费者事务中心网站，向民航
局申请确认所乘航班的延误或

取消原因。确认网址：www.
caacca.org.cn. 咨 询 电 话 ：
010-64287798，咨询电话人工
接听时间为工作日上午8：00至
12：00，下午1：30至4：30。

程序规定，申请应自客票
载明乘机日期之日起一年之
内，由旅客本人或其授权人提
出，并提供旅客订座或乘机凭

证（包括电子凭证）。
值得注意的是，从明年1

月1日起，因天气原因而延误
的旅客，将无法获得免费食宿
了。只有因航空公司自身原
因、国内航班在经停地延误或
取消以及国内航班发生备降
这3种情况下的航班延误可
得补偿。

航班延误取消 旅客可查原因

便民便民

生活生活
2017年1月1日起，我国首个

空气净化器中国环境标志标准实
施。该标准建立在《空气净化器》
（GB/T18801-2015）国家质量标
准的基础上，但规定更加严格：空
气净化器去除细颗粒物（PM2.5）的

净化能效不小于5立方米每瓦特小
时，去除甲醛或甲苯的净化能效不
小于1立方米每瓦特小时。标准实
施后，消费者可以根据净化器产品
上是否贴有中国环境标志作为购
买产品的重要依据之一。

近日，人社部对推进跨省异地
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作
进行部署，并与首批22个申请启动
基本医疗保险全国联网和跨省异
地就医直接结算的省份签订了工
作责任书，四川就在其中。

根据工作安排，2016年底，基本
实现全国联网，启动跨省异地安置退
休人员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工作；

2017年开始逐步解决跨省异地安置
退休人员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年
底扩大到符合转诊规定人员的异地
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

人社部门还强调，参加基本医
疗保险的相关人员，可以申请办理
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
结算。今后，在哪儿住院，在哪儿
报销，不用再来回跑了。

身份证异地办理范围扩展至全国

跨省就医直接结算扩至22省份

2017年1月1日起，《中国人民
银行关于信用卡业务有关事项的
通知》施行。

届时，央行将取消现行统一规
定的信用卡透支利率标准，实行透
支利率上限、下限区间管理；取消

透支消费免息还款期最长期限、最
低还款额标准及附加条件现行规
定；取消滞纳金，由发卡机构和持
卡人约定违约金；ATM预借现金
提现限额从原来的每卡每日累计
取现2000元提高至1万元。

空气净化器有了“环境标准”

信用卡违约金取代滞纳金

华西都市报记者 吴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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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施工交通组织改变？

给你个“锄头小人”
打开地图一目了然

12月21日，成都锦悦东路正式实行
“潮汐交通”。这一天，家住天府大道的市
民王女士开车上班，没有像往常一样在锦
悦西路路口右转，而是直行经天府大道、锦
城大道到达科华南路和绕城高速天府收费
站。“出发前查路况，看到百度地图标记锦
悦东路交通组织有变化，所以绕开了。”

锦悦东路不仅是连接成都天府大道
和科华南路的重要道路，也是进出绕城
高速天府收费站的主要通道。受锦悦东

路和天府收费站通行能力的限制，科华
南路锦悦东路交叉路口在早晚高峰时
段，拥堵十分严重。

为改善锦悦东路早晚高峰时段的交
通拥堵，成都市公安局交管局决定从2016
年12月21日起，锦悦东路（天府大道至科
华南路）实行机动车工作日潮汐交通。

而在该项交通组织改变正式实施的
同时，相关的数据已经在百度地图上进
行了同步更新。“成都交警提示您：7∶30
至9∶00锦悦东路由东向西为潮汐单向。”

以后，成都大小街道一旦有任何交通组
织变化，都能在百度地图上一目了然地看
到。施工？没关系，地图上有个“锄头小
人”，提示你路段、时间，让你出行不“抓瞎”。

大雾天道路封锁？

百度地图弹提示
出行变化早知道

事实上，用百度地图进行交通组织
疏导、缓堵保畅，是成都交警 2016 年在

“互联网+”领域进行的重要探索。
进入 12 月后，成都大雾天气明显增

多。许多市民惊讶地发现，逢大雾天，百
度地图上就多出许多小红圈，明确标注
出那些道路因大雾封闭。“早上出门先看
地图，封了路的就绕开，比以前堵起等排
队好多了。”市民赵先生已经习惯了出门

之前先打开百度地图，查看当天的出行
路线有没有什么突发情况，“每次遇到下
雨、下雾，平时的路线常出现临时变化，
打开地图查一查，现在方便多了。”

除了百度地图，“成都交警”官方微
信平台在11月进行优化升级、实现事故
快处等便民功能后，目前，关注用户从19
万增至34万人，阅读量提升了大约40%。

把“互联网+”思维、前沿科技手段、
高端智力资源，进一步引入成都市交通
拥堵治理工作——成都交警正在为破解
大城市交通拥堵“城市病”探索一条更加
宽广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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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记者 杨雪
（成都市公安局交管局供图）

类似锦悦东路潮汐交通这一类的交
通组织改变，以后都能通过百度地图第
一时间直观看见。12月21日，以锦悦西
路附近为起点，科华南路某处为终点进行
导航，记者看到地图上弹出了“成都交警提
示您：7∶30至9∶00锦悦东路由东向西为潮
汐单向”的字样，指引的线路全都自动避开

锦悦东路，选择最近的线路进行绕行。而
这样的提示会在每天的潮汐时段自动显
示，为打算走这条路的市民提供指引。

对于这样的功能，不少司机也大呼
方便：“除了提示，还有绕行方案，用手机
导航，比自己慢慢找快多了！”而这样的
服务将来还会持续推广。在成都交警和
百度地图战略合作的大背景下，成都每
一路段无论是禁行还是禁左、单行或者
潮汐交通，都将实时在百度地图上显示，
并为使用者提供最佳线路。

开车之前看地图
成都交警为你指路

而“指路”的功能，并不仅限于为使用
者提供便利。“最近几年，成都交警一直在
大力推进利用中小街道出行。”成都市公安
局交管局相关工作人员说，通过对实时交
通状况的分析，绕行线路的规划，还将考虑到
交通流量问题，“在绕开施工路段的同时，还

能对周边道路进行分析，绕行线路将带司机
走最顺畅的道路，达到交通疏导的目的。”

在百度地图上，不同线路的通畅情
况、到达距离、所需时间、红绿灯数量等资
料，都会被全面提供。选择哪一条出行？
每个司机都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做出最好
的判断。而类似“橙色预警”绕城限行这
一类的民生服务类提醒，也将在百度地图
中贴心准备，每日推送。

除了绕开施工地
还能绕开拥堵路

成都公安局交通管理指挥中心。

百度地图可以即时提示
交通限行、绕行等信息。

创新“互联网+交通拥堵治理”思维
探索治理交通拥堵“城市病”新途径
——成都交警携手百度地图推动城市智慧交通建设转型升级

成都作为西部特大中心
城市，近年来，小汽车数量平
均以每年50万辆的速度递
增，汽车保有量三年净增近
170万辆。目前，成都汽车
保有量已接近410万辆，高
居全国第二，机动车驾驶人
591万余人，再加上440多
万辆电动自行车，交通供需
矛盾十分突出，城市缓堵保
畅压力巨大。

成都交警在汽车数量迅
猛增长、并且未采取限购等
刚性调控措施的客观条件
下，借好用好贯彻落实中央
城市工作会议精神的历史机
遇，紧紧抓住市委市政府将
交通治理上升为党政工程、
民生工程的有力契机，以“最
大限度延缓城市交通拥堵恶
化趋势、最大限度减少城乡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为总目
标，充分发挥参谋推手作用，
聚焦致乱致堵突出症结，统
筹运用机制保障、法治引领、
创新驱动三大动力，在深挖
道路资源和管理资源的基础
上，持续推动城市交通治理
转型升级，初步探索出一条
具有成都特色的交通拥堵
“城市病”治理新路径。

12 月 25 日起，在成都市二
环高架路的 LED 电子显示屏
上，市民们发现显示屏上的诱
导信息出现了新的变化，除原
来的实时路况和尾号限行等信
息外，还新增了从A点到B点的
旅行时间提示信息，而这些信
息也将同步在百度地图上显
示，市民可根据旅行时间，来自
主安排从桥上还是桥下通行，
既减少了桥上交通拥堵压力，
也为自己的出行节省了不少时
间。

“这个旅行时间，是智能交
通数据平台和百度地图数据资
源的多元数据经过整合后，通
过大数据分析、云计算出来的，
其结果精确度更高、可靠性更
强。”成都市公安局交管局智能
交通指挥中心工作人员介绍
说。

这仅仅是成都交警与百度
地图合作后，实现资源互通有
无、数据有机融合后取得的一

项成果。为推动“互联网+交通
拥堵治理”循序渐进在成都落
地，成都交警联手百度地图，绕

“群众出行的痛点、精准管理的
难点、科学治理的亮点、智力汇
集的特点”四大领域深度攻坚，
通过资源整合、开放共享、集成
应用，以交通拥堵区域精准解
决方案为突破口，开启面向改
善互联网出行服务体验和城市
智能交通精细化管理的智力技
术合作创新，将互联网、城市交
通治理的前沿理念技术与交通
管理专业知识有机结合，推动
智能交通指挥中心与百度地图
平台跨界共融，在打造成都智
慧交通的同时，为成都市民提
供更加精确、便捷、人性化的出
行服务。

在和百度地图达成战略合
作后，数据库的完善，成为成都
交警在大数据背景下，以“互联
网+”思维迈出的第一步。现
在，成都市公安局交管局智能

交通指挥中心的超大屏幕上，
除了实时摄像监控外，百度地
图实况交通图也新增了上去。

“百度地图的数据库，是基于用
户的，和我们交警的数据库进
行一体融合后，取长补短，数据
准确度将有长足进步。”成都市
公安局交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而另一方面，这样的技术
也 给 一 线 交 警 工 作 带 来 便
利。12 月 20 日，成都二环高
架路内侧红牌楼上行匝道的
车道由一条变为两条，机动车
可从右侧新增匝道上桥从新
增右侧匝道上桥的车辆，禁止
变道，上桥后只能沿当前车道
通行，并通过武侯大道下行匝
道下桥。“通过数据分析，我们
发现有三到四成车辆上桥后
都是直接通过高架道路行驶
到武侯大道下行匝道。”成都
市交管局民警说，这一交通组
织改变，正是基于交通数据库
的云计算而进行的。

大数据时代的资源互通
成都交警打造“互联网+”交通数据库

元旦春节期间
成都市中心禁放烟花爆竹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天宇）随着
元旦将至，新春的味道越来越浓，烟花爆
竹自然渐受热宠。28日，成都市公安局
对外发布了《关于加强烟花爆竹燃放管
理的通告》，对燃放烟花爆竹作出了严格
的规定，敬告广大市民，元旦春节期间，
成都市中心仍然全面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及孔明灯。中心城区是指锦江区、青羊
区、金牛区、武侯区、成华区等五城区以
及其他区（县）伸入绕城高速公路外侧
500米生态保护带以内的地区。

对违反规定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
区域内非法燃放的，公安机关将及时予
以制止和纠正。对不听劝阻的将责令其
停止燃放，并处100元以上500元以下
的罚款。对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
职务的，将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成都警方公布违法运输销售
烟花爆竹案例

出租房内藏千饼爆竹
28日，成都警方公布了近段时间破

获的涉及烟花爆竹的案例。
12月26日，蒲江县局巡防大队在蒲

西路与成新蒲快速通道交叉路口设卡盘
查，发现一辆银灰色面包车载有烟花8
件、花炮21饼等，蒲江县局依法对违法
运输的烟花爆竹予以了收缴。

同时，警方还捣毁了两处非法销售、
储存窝点。12月26日，成华分局白莲派
出所民警在摸排中发现在青龙乡石岭村
6组一出租房内非法储存了大量烟花爆
竹。成华分局治安科、白莲派出所迅速
开展行动，挡获违法嫌疑人胡某某（女，
38岁，四川省中江县人），并收缴非法储
存的爆竹1956饼、未开封爆竹135件、
烟花57件，价值31万多元。经询问，违
法人员胡某某对其租用出租房屋非存放
烟花爆竹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成华分
局依法对胡某某处以行政拘留，目前此
案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华西都市报记者 李天宇

德阳市委原常委、
市纪委原书记刘锐
接受组织调查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笑）12月29
日凌晨，四川省纪委通报，四川省德阳市
委原常委、市纪委原书记刘锐进行嫖娼
活动，涉嫌严重违纪。经省委批准，目前
省纪委已对其进行立案审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