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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

C3 11
多云转阴
偏北风1- 3级

C6 9
阴转小雨
偏北风2- 4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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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呼吸
12月31日空气质量

成都（14时）
AQI指数 193 空气质量 中度污染
优：马尔康
良：巴中、广安、内江、泸州、攀枝花、雅
安 、西昌、康定
轻度污染：达州、乐山、眉山、南充、广元、
自贡、资阳、遂宁
中度污染：绵阳、宜宾、德阳

1月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76—206
空气质量等级 中度污染至重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局
部地区为轻度至中度污染，大部城市为良
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部分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部
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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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旦起
呼吸病可申请就医补贴
据悉，1月1日-5日，呼吸病专项补贴行

动正式开启，哮喘、气管炎、慢阻肺等患者就
医，治疗期间可申请500-3000元就医补贴。

进入冬季以来，持续遭遇寒流天气，导致
哮喘、气管炎等病高发，为减轻哮喘等呼吸病
患者就医负担，重症呼吸病关爱行动再次启
动专项补贴行动，哮喘、气管炎、慢阻肺等可
拨打平台热线028-96111预约申请。

我省众多重症患者受助，效果斐然
据专家介绍，哮喘、气管炎等呼吸病难治

愈、易反复，还会造成生命危险，导致患者痛
苦不已，因病致贫。事实上，这类疾病经过规
范治疗，是可以控制的。截至今年12月，我
省已有数千名重症哮喘、气管炎患者接受减
免或无偿救治，并告别了疾病困扰。

知名哮喘专家范秀斌教授介绍，很多被
救治患者，都是重症或疑难病患者，治疗难度
极大，有些人因四处求医无效，准备放弃治
疗。这些患者在接受治疗后，病情都得到了
有效控制，达到正常生活。

元旦起呼吸病可申请就医补贴
据了解，重症呼吸病关爱行动将实施专

项救助，该活动将针对病程长、病情重、久治
不愈、长期反复的哮喘、气管炎等呼吸疾病患
者，治疗期间将给予580元知名专家费用补
贴，同时根据病情严重程度实施一次性
500-3000元治疗基金补贴。

为避免排队等候，哮喘、气管炎、肺气肿
等呼吸病患者可提前拨打电话028-96111
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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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7195期：
3313101103013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7195期：
213021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7195期：
333311031111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7154期开奖
结果：0956232，一等奖 0 注；二等奖 10
注，每注奖金28901元；三等奖129注，每
注奖金1800元。（360.1万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358期开奖
结果：951 直选：2715（109）注，每注奖金
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
选 6：7540（608）注，每注奖金 173 元。
（743.5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358期开奖
结果：95138 一等奖：47注，每注奖金10
万元。（2.29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据成都市政府消息，从2018年1
月1日零时起，停止征收成都市“五路
一桥”车辆通行费，对已缴纳2018年
及以后年度“五路一桥”车辆通行费
年费的车主，可以进行退费。

2017年12月31日，记者从成都市
交委了解到，由于1月1日为节假日，
将从2018年1月2日起正式开展退费
办理工作，另外全市共设142个点位，
供大家办理退费。但请注意：如果有
车主没有缴清之前费用，记得按时补
缴，否则将产生滞纳金，并被计入个
人征信体系。

/停止征收/
停征五路一桥

已缴纳车主可退费

五路一桥指成都市三环路、天府
大道、老成渝路成龙段、成龙路、成洛
路、火车南站立交桥，经四川省政府

同意于2003年1月1日正式征收，主要
用于偿还建设贷款。

2017年12月17日下午，成都市正
式发布《关于停止征收成都市“五路一
桥”车辆通行费有关问题解读》，在
2017年年底，成都市已经偿清“五路
一桥”项目建设的贷款本金和利息，按
相关规定，将停止征收“五路一桥”通
行费。

如果有部分车主尚未缴纳2017
年度及之前的五路一桥费用，应该到
窗口进行补缴。如果一直未缴纳的，
从2019年1月1日起，要按日加收每日
2%的滞纳金（滞纳金不超过欠费金
额），并将其纳入相关征信体系。

1月2日退费
全市共设142个办理点位

从1月2日起，成都市正式启动五
路一桥办理退费。记者从成都市交
委了解到，为让广大车主更加便捷的

就近办理退费，在原确定21个的“五
路一桥”退费、补缴办理点基础上又
新增了121个办理点，全市共计设置
142个办理点位。

需要说明的是，成都市在征收
“五路一桥”通行费时，是按照自然年
度进行征收，但有部分车主，已缴纳
的2018年及以后年度通行费按照自
然年度进行退费。

/退费须知/
办理须知

1、退费对象：已缴纳2018年及以
后年度“五路一桥”车辆通行费年费
的机动车所有人。

2、退费办理地点：区（市）县车管
所、交警分局、机动车登记服务站、检
测站“五路一桥”退费窗口。

3、退费办理时间：工 作 日 9：
00-17：00，退费办理截止时间为2018

年12月31日。
4、退费所需资料
（1）机动车所有人身份证复印件

1份（单位车辆提交委托书并加盖单
位印章，单位银行账户信息）；

（2）机动车所有人行驶证复印件
1份（注明联系电话）（车辆过户无法
提供行驶证的车主请填写车辆过户
情况说明）；

（3）机动车所有人银行卡复印件1份；
（4）缴纳“五路一桥”车辆通行费

的通用票据原件（票据遗失的车主请
填写票据遗失说明）。

5、窗口退费只受理资料齐全的
退费业务。车辆被盗、车辆信息变更
等特殊车辆请到错（重）征退费中心
办理（地址：郫都区国宁村成都市车
管所远程信息监控楼3-304室）

6、咨 询 电 话 ：028-87850200、
87850109、87512963、87519829。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成都停止征收“五路一桥”车辆通行费

1月2日起 全市142个点位可办理退费

雅康高速全线桥梁隧道占比高
达82%，自2014年9月开工以来一
直备受关注，它起于雅安市雨城区草
坝镇，向西经天全县、泸定县，止于康
定城东，全长135公里。

在试通车后，如果驾车从成都绕
城高速出发，2.5小时就可以到达甘孜
州泸定县，较目前时间缩短近一半。

在试通车的雅泸段高速，全长
13.4公里的二郎山特长隧道不得不
提，雅康高速2014年正式开工，二郎
山特长隧道因施工难度大，提前于
2012年开工建设，一条隧道便耗时
五年。

走过川藏线的老司机都知道，国
道318线路窄车多，尤其是翻越二郎
山，过去被司机们称为“过鬼门关”，2
个小时才能翻过去，山上气象条件多
变，险象环生。“路好一切都好，路
不好就是最大的麻烦。”从泸定到成
都这条路，52岁的长途大巴车司机
魏春云已经跑了16年，经历无数冰

雪封路、看过太多车毁人亡，他每天
最大的心愿就是车上所有乘客能安
全抵达。今后，司机们再也不用走国
道318线翻越二郎山，走高速隧道仅
需15分钟。

38岁的隧道工程师郑建国说，
如今的二郎山隧道设计和建设有更
强的科技支撑，如采用斜井主洞反向
施工，有效保护了大熊猫栖息地自然
保护区；采用抗震扩大段，为地震灾
害预留了抗震变形及补强空间等。

“项目攻克了七大工程难题，达到隧
道领域技术顶峰。”

雅康高速雅泸段的试通车，也结
束了四川藏区不通高速历史，极大促
进藏区经济社会跨越发展，四川全省
21个市州全部实现通高速。

试通车后，几辆大货车也来到收
费站想借道高速，不过都被高速交警
进行劝返，“雅康高速开通后的半年
里，蓝牌车辆和新能源汽车上高速，
大货车和大巴车不能上高速。”

成都绕城高速到泸定
最快2.5小时

2017年12月31日下午6点，在雅康高速多功收费站，随着指示灯由红变绿，二十余辆小轿车依次驶入高速，雅康高速雅安至泸定段正式试通车。
雅泸段试通车后，从成都绕城高速出发，最快仅需2.5小时便能抵达泸定，今后去喇叭河、泸定桥和海螺沟游玩会更加便捷，也标志着四川藏区结

束不通高速的历史，从此全省21个市（州）均实现高速贯通，翻开川西大地发展新的篇章。
值得注意的是，试通车当日，有少数大货车被高速交警劝返。高速交警提醒，雅康高速开通后的半年内，只允许蓝牌车辆和新能源汽车上高速，

大货车和大巴车不能上高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智 李逢春

2017年12月31日下午5时许，
在雅康高速多功收费站外，虽然高速
尚未开通，二十余辆小轿车已排起了
队，等待驶入雅康高速。

多功收费站位于雅安市天全县
和二郎山之间，主要是为芦山、宝兴方
向的车辆设站，在雅康高速开通前，去
泸定必须翻越二郎山，如今高速开通，
15分钟便可穿越巍巍二郎山。

下午6点，雅康高速雅安至泸定
段各收费站准时向社会车辆开放，标
志着雅康高速雅安至泸定段正式试
通车。

本次试通车的雅泸段全长95公
里，开通4个收费站：多功、天全、新
沟、泸定，ETC同步投入使用；开通天
全服务区，可满足如厕、临时加油、停
车等基本需求。

高速交警也提醒广大司机，当
前正值冬季，雅康高速多雾多雨雪
冰冻，环境复杂，提醒驾驶员做好
防冻防滑防事故措施，谨慎慢行。

其次，雅康高速海拔较高，高度
差近 1900 米，请注意预防高原反
应。特别的是，雅康高速部分隧道出
入口有明显的“两种季节”特征。入

口是阳面，但出口是阴面，进入冬季
以后，隧道入口是正常路面，但出口
处易出现路面结冰等现象发生，请出
隧道时注意减速慢行。

另外，雅康高速沿线不乏风景优
美之处，但为了确保行车安全，请驾驶
员不要在高速上停车拍照，违者将以
非紧急情况占用应急车道依法处理。

开通

雅泸段开通4个收费站：
多功、天全、新沟、泸定

攻坚

二郎山特长隧道通车
司机彻底告别“鬼门关”

如果到雅康高速自驾，
沿线有啥好耍好玩的呢？继
续往下看！

在雅康高速起点雅安市
雨城区，除了到碧峰峡看国
宝大熊猫、到上里古镇观水
墨山水，还可以去4A级的中
国藏茶村。

继续往前走，车子一路
向西，在多功出口下高速，再
沿国道351线继续前行不久，
便是“汉代文物之乡”芦山，
有飞仙关、汉姜古城、龙门古
镇3个4A级景区。如果从芦
山沿国道351线继续走，则到
了“熊猫老家，传奇宝兴”。

如果在多功收费站不下
高速，继续向前则是“二郎山
下的明珠”——天全。重点
来了！二郎山喇叭河景区毗
邻雅康高速，冬季最适合去
玩，看冰雪美景、小熊猫……

最后，在泸定下高速以
后，还可以到海螺沟泡温泉，
从泸定县城过去，大概有四
十分钟车程。

大熊猫、喇叭河、海螺沟……

走雅康高速
一路玩到嗨

/吃喝
玩乐/

/重要
提示/

高速交警提醒您：
冬季谨慎驾驶 严禁停车拍照！

二郎山隧道出口泸定段。杨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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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康高速雅泸段多功收费站。

雅康高速雅泸段正式试通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