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2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了解到，《成都高新区慢行交通系统（含绿道）规划》正式出炉。根据《规划》，成都高
新区将建设800多公里自行车交通网和700多公里步行交通网，打造含多彩慢行大道与绿道慢行线在内的多条特色慢行线。

据《规划》的实施策略和建设要求，慢行空间的精细化设计和打造将成为成都高新区慢行交通系统的一大亮点。作为慢行
交通系统示范段的天府三街，一条“彩虹”自行车道已悄然亮相，惊艳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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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丁伟）近日，雅安
市政府发布《关于对国道108线泥巴山拖
乌山麂子岗和国道318线二郎山及省道
210线夹金山路段实行冬季交通管制的通
告》，明确今年该市“四山一岗”冬季交通管
制（俗称冬管，下同）将从11月25日启动，
一直持续至2018年3月15日结束。冬管
期间，所涉县区政府可根据当地气候情况，
对冬管的时间、部分路段进行实时调整。

冬管是冬季雅安市道路交通安全管
理的“固定动作”，旨在对处于高海拔区域
的国道318线二郎山、国道108线拖乌山、
泥巴山、麂子岗以及国道351线（省道210
线）夹金山路段实施交通管制，有效降低
这些高海拔路段在冬季低温天气中出现
道路结冰、覆雪而带来的交通安全风险，
保障道路的安全畅通。

跟往年一样，今年冬管路段具体为：
国道108线2455KM起(荥经县泗坪乡)至
2506KM止（汉源县九襄镇）；国道108线
2612KM+50M 起(石棉县栗子坪乡)至
2628KM+500M止 (石棉县拖乌山菩萨
岗)；国道318线2722KM+100M起(天全
县两路乡)至2737KM止(二郎山隧道口)；
国道108线麂子岗和省道210线夹金山路
段的具体管制范围由涉及县（区）政府根
据气候情况确定。

冬管期间，冬管路段采取限时通行措
施，每天上午8时至下午5时30分(当地可
根据气候变化适当予以调整)为通行时
间。在道路有冰凌时，驾驶人应及时采取
安装防滑链条等安全措施，并将禁止5轴
以上车辆(含5轴)及挂车(包括全挂车和半
挂车)、铰接列车通行。

冬管期间，涉及县（区）将选择安全适
宜的地方设置“冬季道路交通安全管制服
务站”，做好冬管的日常管理服务工作，执
勤和服务人员须佩带统一制作的标志。所
有过往车辆和驾乘人员应遵守冬管有关规
定，服从公安交警和管理人员的指挥。

雅安市交警部门提醒说，在冬管期间
通行管制路段，尽量在出行前详细了解道
路和天气情况，提前规划出行线路，在行
车过程中如遇大雾、道路结冰等情况，应
在做好安全措施和应急准备的情况下谨
慎通行，切勿冒险行车。

雅安
“四山一岗”
25日起冬管
将持续至明年3月15日

雅西高速拖乌山段雪景（资料图片）。黄刚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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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呼吸
20日空气质量

成都（15时）
AQI指数 19 空气质量 优
优：康定、马尔康、雅安、西昌、攀枝花、
泸州、遂宁、绵阳、宜宾、乐山、眉山、资
阳、绵阳、自贡、德阳、巴中、广元
良：内江、广安、达州、南充

2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3 空气质量 优
优：康定、马尔康、西昌、攀枝花、泸州、遂
宁、眉山、资阳、内江、广安、南充、巴中
良：雅安、宜宾、广元、达州、绵阳、德阳、
乐山、自贡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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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7136期开奖

结果：01、11、20、21、22、03、04，一等奖17注，每
注奖金5878930元。一等奖追加10注，每注奖金
3527358元。二等奖96注，每注奖金103245元。
二等奖追加18注，每注奖金61947元。三等奖
1057注，每注奖金3439元。三等奖追加316注，
每注奖金2063元。（43.14亿元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317期开奖结
果：103 直选：2287（182）注，每注奖金1040
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6366
（400）注，每注奖金173元。（629.2万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317期开奖结
果：10397 一等奖：27注，每注奖金10万元。
（2.45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7171期：
331130031001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7171期：
1132012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7171期：
113113101013

足
彩

马尔康 多云转小雨 0-16℃ 小雨 -3-9℃
康定 多云转小雨 0-15℃ 多云转小雨 -2-10℃
西昌 多云 7-22℃ 多云转小雨 5-18℃
攀枝花 晴转多云 12-27℃ 多云转阵雨 12-25℃
广元 小雨转阴 5-13℃ 阴 5-13℃
绵阳 小雨转阴 8-12℃ 阴转小雨 6-14℃
遂宁 小雨 8-10℃ 小雨 6-13℃
德阳 阴 7-12℃ 阴转小雨 6-13℃
雅安 小雨 6-9℃ 小雨 4-9℃
乐山 小雨 7-11℃ 小雨 5-11℃
眉山 小雨 8-11℃ 小雨 6-13℃
资阳 小雨 8-10℃ 小雨 6-12℃
内江 小雨 8-10℃ 小雨 6-11℃
自贡 小雨 8-10℃ 小雨 6-11℃
宜宾 小雨 8-10℃ 小雨 6-10℃
泸州 小雨 8-10℃ 小雨 6-9℃
南充 小雨转阴 8-11℃ 小雨 7-12℃
广安 小雨 8-11℃ 小雨 7-11℃
巴中 小雨转阴 7-13℃ 阴转小雨 6-15℃
达州 小雨 8-12℃ 小雨 6-13℃

96111健康胆囊：
胆病公益普查正式启动
为关爱胆病患者健康，提前预防胆道疾

病，96111健康热线正式启动“胆道疾病公益
普查活动”，肝胆胰脾双肾彩超、肾功能、血糖、
血脂等检查基金全额援助，胆囊功能测评援助
50%，拨打028-96111即可申请援助。

胆结石发病率越来越高！
据96111特邀胆病专家路广海主任介绍：

近年来，人们饮食结构发生改变，胆结石的发
病率逐渐升高。办公室一族成为胆结石“攻
击”的对象群体之一。一般来说，如果胆囊内
出现结石，生长的“小石头”就会随胆汁运动，
阻塞胆囊管，使胆汁排出不畅，出现继发细菌
感染，形成胆囊炎。有的胆结石还可能会引
起胰腺炎，因此患者感到腹部疼痛、恶心呕
吐、发热、大小便异常、不同程度的右上腹部
胀闷不适、厌油腻、饱闷感。一旦发现上述不
适，应及时到医院检查确诊，尽快清除这些“定
时炸弹”。

胆结石一定要切除胆囊吗？
路广海主任指出，过去，胆结石的治疗往

往是将胆囊一切了之，但胆囊作为人体重要的
消化免疫器官之一不能轻言放弃。目前，随着
医学科技的发展，微创保胆的技术早已趋于成
熟，现在完全可以腹腔镜与胆道镜双镜联合，
通过微创的方式将结石清理干净，并实现保留
完整胆囊及其功能。

96111健康热线特邀胆病专家路广海主任
对保胆取石的相关知识进行答疑，如患者有胆
病方面的问题，可拨打028-96111进行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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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赖芳杰）11月20日，记者从新
津县纪委获悉，针对农村集中居住的实际，新津县以公
开为导向，以管理整合为基础，探索打造“雪亮工程+智
慧小区”平台。利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平台及电视光纤网
络设施，让“微权力”在“群众雪亮的眼睛”下运行。今年
以来，全县共收集群众意见建议215条，处理热点难点
问题215件，行政约谈1人，办理违纪案件1件。

新津县通过智慧小区平台公开村级党务、村务、财
务，重要项目实施情况，晒村级微权力清单，政策法规，让
社区群众足不出户就能通过电视网络平台查看，及时提
出意见建议。通过智慧小区平台、镇村微信APP、信访举
报电话等渠道收集群众反映的问题、民生诉求、信访举报
线索，及时处理，及时回复，提升群众社会满意度。

在镇乡层面，利用网格化平台建立镇协调指挥中心，

建立数据信息采集库，统一调度，实现问题集中受理，分
类办理，痕迹管理。在村级层面，建立村服务值守中心，
公开党务、村务、财务，晒权力清单，为群众提供“一站式、
清单式”综合服务，推动实现基层服务管理精细化。在群
众层面，则加强“智慧小区”建设，依托视频监控平台和光
纤电视网络，小区居民利用电视机，足不出户就可享受公
共服务，查看三务公开，监督权力运行。

新津县治理“微腐败”新途径 打造“雪亮工程+智慧小区”

“彩虹”自行车道亮相城南！
成都高新慢行交通规划出炉 将打造800公里骑行网和700公里步行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张想玲

根据《规划》，成都高新区将以“系统成网、突出
重点”为规划策略，形成“两网多线多核”慢行交通结
构体系。

“两网”，即自行车交通网和步行交通网。自行车
交通网由自行车专用道、自行车区域主通道、组团主通
道和自行车一般道组成，总长超过800公里，其中高新
区自主规划实施总长700多公里。步行交通网规划实
施总长超700公里，其中包含步行专用道，小学、幼儿园
出入口所在道路的通学优先道，临特色地区道路的步
行特色道以及步行一般道。

“多线”，即多条特色慢行线，包含多彩慢行大道
与绿道慢行线。其中，成都高新区范围内多彩慢行
大道(二环、三环、人民南路-天府大道)由成都市统一
规划设计。成都高新区将自主实施绿道慢行线，包
括路侧绿带内形成的都市绿道、公园绿地内部的公
园绿道、依托河流水系绿带建设的滨水绿道以及郊
野绿道。

“多核”，即依托交通枢纽、金融中心、创新创造区
域、大学及老城等区域设置慢行核，包括西区的科大双
创慢行核以及南区的活力神仙树慢行核、便捷南站(火
车南站)慢行核、国际金融(金融城)慢行核、中和场镇慢
行核等多个慢行核，以点带面提升慢行空间品质。

60余个立体过街设施
疏通城市“毛细血管”

要实现路线畅通，打通节点、减少慢行交通绕行距
离是破题关键。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把架设天桥作为
打破慢行交通系统瓶颈的重要手段。在穿越铁路、高
快速路、城市主干道的过街节点，大学、大型医院、大型
公共设施、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临城市主干道的出
入口，以及滨河两岸，都将结合当地具体情况设置天
桥、地下通道等立体过街设施。据悉，成都高新区整体
规划60余个立体过街设施，连通慢行交通系统。

一手疏通节点，一手优化断面。《规划》将对近300
公里的自行车道进行断面优化，并在自行车主通道实
施机非物理隔离。此外，在双向六车道的道路交叉口，
将改造增设上百个“安全岛”，实现行人二次过街。

为了让慢行交通系统与公交、轨道交通的接驳更
便捷，《规划》还强调将围绕轨道交通站点建设立体过
街设施，规划公共自行车停车点与轨道交通车站出入
口距离控制在50米以内。

此外，《规划》还对配套设施进行了专门研究和设
计。“这就包括了重要区域WI-FI覆盖、智能引导系统
等配套设施。”相关负责人介绍。

《规划》还明确了成都高新区慢行交通系统的建设
计划。根据计划，“两网”建设示范段确定为天府三街，
其所在的大源片区为建设示范片区，都将在今年底基本
完成建设。通过实施车道标线、增加机非隔离栏杆、拓
宽自行车道空间等方式，示范区的慢行交通系统将在今
年年底呈现出更加规范、舒适、便捷的通行效果。

此外，根据成都高新区绿道的规划方案，在高新南
区将呈现东、西两环的水系绿地链。慢行交通系统则将
结合东、西两环的规划，在现有绿道的基础上进行部分
改建和新建，形成慢行交通系统示范环。其中，西环为
肖家河-栏杆堰慢行环，全长8.2公里，预计在明年完
工。而东环为月牙湖吉泰路-锦江沿线慢行环，建设工
程已经启动，将于今年实现贯通。

按照《规划》，成都高新区将总共自行车道700多公
里和步行道700多公里，纳入5年建设计划，将于2021
年基本建成，使高新区慢行系统实现基本贯通。

“彩虹”自行车道
惊艳亮相天府三街

随着《成都高新区慢行交通系统(含绿道)规划》的
出炉，全区慢行交通系统的建设也在高效推进。记者从
成都高新区规划国土建设局获悉，根据《规划》的实时策
略和建设要求，慢行空间的精细化设计和打造将成为成
都高新区慢行交通系统的一大亮点。由成都高新区自
主实施的700多公里自行车道交通网，一改“黑白灰”的
道路基调，设计为彩虹色标线，为城市增添一抹亮色。
而作为慢行交通系统示范段的天府三街，这条“彩虹”自
行车道已经悄然亮相，惊艳全城。

记者来到天府三街看到，由红、蓝、绿三种颜色组成
的彩色标线，顺着非机动车道向远方延伸，犹如一条彩
色的丝带。鲜艳的配色，让整条车道更显生机。“这个设
计很时尚，简洁又好看。自行车道上有了这个彩色标
线，让人觉得骑车时都有活力了。”每天上下班都经过天
府三街的胡靖发现，如今自行车道不仅有彩色标线，还
有一个自行车的logo穿插其中。“这就为大家明确非机
动车车道的功能，让我们骑行也更安全、放心。”

成都高新区规划国土建设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按照《规划》的设计理念，在高新南区，自行车道设计为

红、蓝、绿三色车道标线。“色彩对比度高，鲜明、热烈的
彩虹色也体现了高新区的现代、包容、时尚与活力。”而
在高新西区，将设计为粉红、浅黄、淡绿的“小清新”三色
车道。“与南区相区别，高新西区采用低饱和度的配色，
体现清新、自然、生态的高新性格。”除了自行车logo
让车道功能更加醒目之外，慢行交通系统还会在高新区
地标建筑或景点等周边附近标出提示，方便大家更快找
到目的地。

“目前在大源片区，已经有10余公里自行车道的标
线已经绘制完毕。”根据建设计划，天府三街示范段以及
其所在的大源片区示范区，慢行交通系统将在今年年底
前打造完成。除了标线有特色之外，该片区还采取拓宽
非机动车道、设立物理机非隔离设施等措施，让慢行交
通系统的通行体验更加舒适、便捷、安全。

331米“如意”
横架天府二街

站在大源中央公园的天府二街一侧，一座300多米
的人行天桥已经基本建成，宛如一柄如意，横架在天府
二街之上，成为城市道路中的新景观。

随着成都高新区慢行交通系统建设的逐渐推进，天
桥、地下通道等立体过街设施将成为破题慢行系统瓶颈
的关键之举。根据《成都高新区慢行交通系统(含绿道)
规划》，成都高新区将规划60余个立体过街设施，连通
慢行交通系统。而如意桥正是慢行交通系统的一项节
点，也是今年成都高新区重点建设工程之一。如意桥全
长331米，位于艾家沟西侧，连接南侧大源中央公园与
北侧城市空间绿地。

为什么叫“如意桥”? 从眼前天桥的造型中便能得出
答案：从空中看，它宛如一柄“如意”镶嵌于城市之中，寓
意万事顺利、吉祥如意。桥梁设置4个坡道，方便行人朝各
个方向通行。值得一提的是，如意桥立面造型设计灵感来
源于民族传统乐器“排箫”——形体的起伏和飘动犹如音乐
韵律的流动，清新优雅，塑造出具有功能性的城市雕塑。

据介绍，如今如意桥已经进入施工收尾阶段，正在
进行最后的装修与调试，预计在今年年底建成。建成
后，天桥将连通大源水系绿地链，人行步道及自行车绿
道将在一片“鸟语花香”中延伸。

规
划

A “两网多线多核”
构建慢行交通体系

建
设

B 计划在2021年
全区慢行系统基本贯通

“彩虹”自行车道亮相天府三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