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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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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呼吸
8日空气质量

成都（16时）
AQI指数 61 空气质量 良
优：康定、巴中、内江、遂宁、马尔康、雅安、
广安、达州
良：南充、广元、攀枝花、乐山、宜宾、自贡、
泸州、西昌、眉山、绵阳、资阳、德阳

9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4—124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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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节
96111为母亲送健康
静脉曲张体检套餐优惠券限量赠送

母亲节，别再让关心成为一句空口话，
父母为我们倾其所有，你可曾关注过他们的
健康？你是否注意到父母双腿踉跄，行走不
便？是否留意到他们小腿出现“蚯蚓状”？
是否感知到他们腿部酸胀、嗜睡、四肢乏力
等症状？此时请提高警惕，以上症状都很有
可能是下肢静脉曲张，应及时前往血管病医
院进行检查。

下肢静脉曲张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发病
率呈上升趋势，其中50岁以上老年人发病率
最高，这是因为老年人肌肉松弛张力减弱导
致下肢腔内静脉回血不畅，从而出现皮肤瘙
痒、静脉迂曲（蚯蚓状）、肿胀麻木、皮肤青黑
等症状，严重时腿部溃烂难以愈合、甚至截
肢。中老年、久站、久坐、肥胖、孕妇等都是下
肢静脉曲张的高发人群，许多患者还会将静
脉曲张误认为是皮肤病、缺钙等病种，经常耽
误治疗，后期病情一旦恶化将衍生成血栓、静
脉炎、下肢深静脉血栓一系列并发症，因此提
倡患者早发现早治疗，防止病情恶化。

“百善孝为先”，孝敬父母是我们的责任。
在母亲节来临之际，96111健康热线特邀下肢
静脉曲张专家在线解答“如何判断及治疗下肢
静脉曲张”，市民可拨028-96111免费咨询，
另外可领取母亲节静脉曲张体检套餐（血常
规、尿常规、随机血糖、心电图、深静脉通畅实
验、下肢血管彩超）优惠券一张，限量4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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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地扬尘，是城区大气可吸
入颗粒物污染中的一个重要来

源，也是老百姓反映空气污染的重要问题
之一。5月5日上午，成都市委副书记、市长
罗强带领成都市建委、成都市环保局及区
（市）县相关负责人，突查新津和双流的五
个工地。其中，万科物流园工地裸土堆积，
未设冲洗区域，违规情况特别突出。

今年1至4月，成都22个区（市）县建设
行政主管部门对工地扬尘治理不力，措施
不到位，扬尘污染严重的119个建设项目进
行了行政处罚，共处罚款141.93万元。

将文明施工标准化治理工地扬尘工作
纳入企业信用评价管理，共对779个建设工
程的相关责任单位实施了信用扣分处理，
倒逼企业进一步落实扬尘治理主体责任。

草坪覆盖、雾炮机
大部分工地配备防尘利器

在当日检查的五个工地中，大部分

工地都遵循了文明施工标准要求，不仅
配备相关的防尘、降尘利器，地面也干干
净净。

在新津检查的第一座工地上，其大
门内设置了一片方形的冲洗区域，有冲
洗设备和排水沟、沉淀池，工人打开按
钮，整个冲洗区域笼罩在一片高压水柱
中，最高水柱可到三米，“这是立体冲洗
方式，可以将运渣车身冲洗干净，不会把
尘土带出去。”

工地基坑旁边，一台雾炮机正在喷
雾。水雾随风扩散，最远能覆盖几十米
远。在工程围挡顶部，还设置一排雾状
的喷淋装置，水雾源源不断地从喷头处
洒下来。据介绍，这也是如今成都很多
工地施工时的降尘设备。

在双流区的一座工地内，用人工草
坪覆盖裸土的效果，也得到了检查组的
肯定。对比传统的纱网覆盖裸土，更加

厚实的人工草坪覆盖，更加有效地降低
了扬尘。

裸土未覆盖、不设冲洗区
万科物流园工地遭罚

检查组行至万科物流园的工地，发
现了较突出的违规情况。进入大门后，
地面上是左一滩右一滩的污水和泥浆。
两米高的裸土就堆积在通道旁，而且黑
色纱网并未将其完全覆盖，有土块滚落
地上，任由雨水冲刷。

大门处也没有看到其它工地常见的
冲洗区域和喷淋系统、沉降池。顺着污
水趟进工地内，右侧一排脚手架的底部，
杂乱地丢弃着几根几米长的钢管。

工地方一名负责人赶到现场后，检
查组批评指出，工地现场看起来管理混
乱，没有按标准来。这次不但要罚施工
单位，还要罚监理单位。

在察看了所有工地情况后，罗强还
召集大家观看了一段无人机拍摄的工地
扬尘曝光视频，视频由成都市环境监察
执法支队、成都市环境应急指挥保障中
心等单位在3月29日—4月14日期间拍
摄。

视频反映的问题类型以“建筑施工、
扬尘、裸土”等为主，高新区、锦江区、新
都区、崇州市等17个区市县被点名。

据了解，成都市在工地扬尘治理上，
进一步加大巡查考核力度，由建委负责
牵头，组织四支队伍进行抽查，同时还要
上无人机巡查。抽查出结果后，要对区
（市）县进行排位。各相关部门及各区
（市）县首先是落实主体责任，包括业主
单位、施工单位和监理。同时落实好监
管责任，如果6月30日之后还有工地没
做好，要对相关区（市）县进行通报批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从城南开车走红星路到春熙路
上班的张先生，近来突然发现这条
路有了新变化。

在科华南路附近，马路中间的
隔离栏不见了，取之而代的是白色
的长方形箱体，中间种满了黄色的
小花，在阳光和微风的抚摸下，像碎
金子一般轻轻摇曳，犹如一条彩色
丝巾飘在大街。

“还蛮漂亮的，看到这个感觉心
情确实不错。”张先生笑着说。

这黄色的花朵，是非洲菊，花丛
中等距间隔种植的是红叶石楠，这
是红星路绿化升级改造工程带来的
风景。

“这个项目是成都市建委统筹，
我们负责施工安装箱体，林园局负
责选择植物种类，同时完成栽植花
木。据我们了解，不同的绿化标段
植物会有所不同。”成都市路桥经营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据介绍，红星路绿化升级改造
工程于今年3月中旬启动，绿化范围
主要是从红星路北二环到南二环，
总长4.6公里，目前已经完成了1.6公
里的改造。

每个绿化标准段长约9米，由1个
花箱+5个花槽组成。根据道路因地
制宜，灵活采用1.2米、0.8米、0.6米、
0.3米宽花箱，使用寿命可达20年。

花箱取代隔离栏
成都红星路系上

彩色丝巾
红星路绿化改造将在5月底完成

从成都科华南路1号的上空俯瞰，从南向北，一条由非洲菊和红叶石楠织
成的绿化带，绿底黄花，犹如一条彩色丝巾飘在大街。

这是红星路绿化升级改造工程带来的效果。
2015年，南起二环路科华立交，北至二环路刃具立交，全长6.51公里的红星路

改造工程正式启动，这条道路开始“大变样”。在车道拓宽，人行天桥增多后，红星
路的绿化升级工程也启动了。

5月8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成都市建委和成都市路桥经营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获悉，红星路的绿化改造全长4.6公里，工程于3月中旬启动，目前已有
1.6公里完成升级改造，这也是成都首次使用工业化预制花箱，能最大限度减少对交
通的干扰并降低扬尘污染。

曾经的红星路，只能算得上“红
星巷”。

上世纪 60 年代，家住丝绵街
（今红星路四段）的刘先生，曾在这
里度过了自己的少年时期。如今变
身为成都最大主干道之一的红星
路，当时还没有这个称呼。

半个世纪前的红星路，由北打
金街、南打金街、丝绵街和四维街四
条街道组成的。

“我家附近，在当时非常热闹，
街道两旁商铺林立。”直到1969年，
刘先生离开成都时，这里依然保持
着繁荣景象。对刘先生来说，过去

的“红星路”承载着童年记忆。“马路
不宽，有很多小店。”

再往北是北打金街，自北向南
分为上、中、下三段，总长度不超过
700米，上世纪30年代，这里是加
工、经营金属制品一条街，常年响着
加工金属的“叮叮当当”声。如今，
这几条街巷名已经消失，代而取之
的是红星路一段、二段、三段和四
段。

“几十年过去了，城市变化真
大，看到自己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
变得越来越好，心里还是很高兴。”
刘先生说。

成都市长带队突查工地扬尘 万科物流园违规遭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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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绿化升级改造的特别之
处，是工业预制花箱运用。

“这是在成都的城市道路中首
次运用。”成都市建委相关人士介
绍。两侧箱壁上排布着黑色的胶
管，是为将来预留的滴管设施。

据了解，工业化预制花箱在北
京、上海等道路绿化中已有运用。

“用这个的好处是最大化减少
干扰，不用开挖道路，也不影响既有
的交通通行。”工业化预制花箱，用
混凝土浇筑合乎尺寸的四面箱板，
在道路中间拼装即成。为了最大化
减少干扰，施工在夜间22时至次日
凌晨6时进行。

“拼接安装，放入泥土，植进花

树草。”成都市路桥经营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传统
绿化方式要经过起地层、现场浇筑、
晾干、植绿环节，不仅要占道，时间
也会多用一倍以上，而且还可能产
生扬尘。而采用这种方式，如果今
后道路维修或更换花箱，拆装移动
即可。

作为成都中心城区既有道路绿
化提升示范样例，也是市政基础设
施采用预制装配式施工示范工程，
红星路绿化提升工程将实现示范效
应，达到可推广、可复制效果。

“目前正在选择道路，考虑在其
他道路进行推广。”成都市建委城建
处相关负责人说。

彩色丝巾 红星路打造4.6公里绿化风景带

预制花箱 不开挖道路不影响交通

前世·历史面

在1980年以前，红星路是成都
为数不多的几条宽敞的大道之一。
然而随着城市发展，红星路上的车
流量逐年增加，昔日宽敞的红星路
也开始显现出“疲态。

2002年，成都市政府决定对红
星路进行改造。起初，有关部门的
改造方案只是单纯地将红星路全线
拓宽为40米。在招商引资的过程
中，部分商家提出第二空间的设想，
比如建高架桥或地下隧道。第二空
间的设想被采纳，从而有了红星路
中段改造方案。

2002年6月红星路下穿隧道方

案通过，同年年底改造工程开工，5
个月之后，红星路跨线桥和下穿隧
道正式通车，红星路一改往日模样，
一度成为成都南北干道中最畅通的
道路。到2013年7月31日，与春熙
路步行街相连的红星路步行街正式
开放。至此，一条全新的多功能街
道逐步呈现在成都市民面前。

2015年，红星路再一次启动综
合整治，拓宽为40米双向8车道“缓
堵”。2017年3月中旬，红星路绿化
升级改造启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 摄影报道

根据成都市档案馆保存的《成
都街巷志》中记载，红星路在过去曾
有着不同的长度和不同的起止范
围。1950年，位于今三槐树街至玉
皇观街之间的“天灯巷”被更名为

“红星巷”，是为红星路之始
1964 年，红星街继续向南延

伸，直到新南门大桥，成为了一条南
北主干道，从此更名为“红星路”。

1966年，红星路迎来了最长的
一次变化：北至八里庄，南至磨子
桥。其中，从八里庄到红星路大桥为

“红星北路”，从红星路大桥至新南门

大桥为“红星中路”，从新南门大桥到
磨子桥为“红星南路”。不过，由于红
星中路太长，到1981年成都市进行
地名普查时，又把红星路的起止范围
限定于从红星路大桥到新南门大桥，
并从北向南分为四段。

根据新的命名，原来的“红星北
路”变成了“府青路”，原来的“红星
南路”变成了“新南路”。而红星路
也正式有了“一段、二段、三段、四
段”。其中红星路四段正是由当年
的南打金街、丝绵街、四维街和建国
北街四条街道的基础上扩建而成。

市民记忆 曾经是小巷子沿街商铺林立

1981年 红星路正式有了“四段”

首次改造 红星路下穿建成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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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览封面新闻APP
www.thecover.cn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121期开奖结果：439，单选969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
2062注，单注奖金173元。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全国联销“七乐彩”第2017052期开奖结果：
基本号码：06.20.29.10.26.14.05，特别号码：18。
一等奖3注，单注奖金407459元,二等奖14注，
单注奖金12473元。奖池累计金额0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7068期：1313133031030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7068期：1033221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7068期：111310330100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7052期开奖
结果：03、19、24、28、33、04、12，一等奖4注，每注
奖金8229327元；派奖4注，每注奖金2586206
元；一等奖追加3注，每注奖金4937596元；派奖
3注，每注奖金1551723元。二等奖93注，每注
奖金81082元。二等奖追加55注，每注奖金
48649元；三等奖1679注，每注奖金1829元。
三等奖追加821注，每注奖金1097元。（36.31亿
元滚入下期奖池，下期一等奖派奖奖金1000万
元）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121期开奖结果：
054 直选：1421（105）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
选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4514（325）
注，每注奖金173元。（315.6万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121期开奖结
果：05422 一等奖：11注，每注奖金10万元。
（2.69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彩

一条由非洲菊和红叶石楠织成的绿化带，绿底
黄花，犹如一条彩色丝巾飘在红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