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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高增长
春运车流或再创新高

和普通道路相比，高速公里等级
高、里程较短、安全系数也较高，因此
近年来高速公路已成为市民出行的
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数据，2015
年春节假期（2月18日到2月24日），
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总流量约为1315
万；2016年春节假期（2月7日到2月
13日），全省高速出口总流量约为
1552万。2017年春节假期，全省高
速路网总流量约为1925万辆。

高速公路连续三年呈现出25%左
右的高增长，由此可见，2018年春运全
省高速路总流量或再创新高，堵车是
少不了的。

最拥堵高速
成都绕城或再居榜首

根据有关部门发布的统计数据，
2014年至2016年连续三年，成都绕
城、成温邛、成渝、成南和成灌高速公路
出入口车流量，一直名列全省高速公

路网前十。其中，成都绕城高速公路
的车流量，连续三年位列全省高速公
路网第一。

这表明，成都绕城高速公路及以
成都为中心的放射线高速，为全省高
速公路网流量集中区域。同时，从成
都放射线高速公路地理分布位置分
析，成都西南区域高速公路出入车流
量更高。

众所周知，成都绕城高速如今已
不仅是全省各条高速路转换的纽带，
更成为成都市区车辆通行的重要道
路，因此，2018年春运再次成为最拥
堵高速不是没有可能。

最拥堵站点
绕城成灌双流站或再上榜

在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期间，四
川全省车流量密集区域，主要集中在
成都市主线站和绕城站。

它们主要通往都江堰、双流、温
江、雅安等方向，其中绕西成灌站、绕
西双流站、成温邛成都站等总流量均
位于前列，成为重点易拥堵收费站。

不止是元旦假期，在2017年春
节、国庆假期，绕城高速成灌站、双流

站都是车流量前三的收费站，在即将
到来的春运，预计将再次成为最拥堵
的站点。

另外在2014年至2016年，全省
高速公路网出入口流量前十的收费
站，几乎全部为进出成都的收费站，
除开绕城收费站，还有成南、成雅多
条高速的成都主线收费站。

最拥堵时刻
上午11点和下午5点

根据历年春运数据来分析，春运
高速公路的高峰期，主要从春运第一
天开始，流量会缓慢增长，在春运第
13天（国家春节法定假日的前二天），
达到春运前期峰值。

按历年数据，春运第 15天（除
夕）流量，为春运期间最低值。从除
夕开始，流量又逐渐增长，在春运第
20天和21天（大年初五和初六），流
量达到最高峰。

一般来说，春运期间高速路最为
拥堵的时刻，为每天上午11点、下午
5点。其中 11点为全天最大值，9
点-11点为全日高流量阶段，17点为
全日下午流量最大值。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根据历史数据预测

奥地利将在成都
设立总领事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秋凤）
1月10日，记者从四川省外事侨务
办获悉，奥地利将在成都设立总领
事馆。截至目前，外国获批在川设
立领事机构达到17个，数量位列中
西部第一位。

战术射击“酷毙了”

上午10点，上百名成都市民来到
了战训基地，他们大多是家长带着娃
娃的“亲子组”。他们的到来，受到了
特巡警队员的欢迎。

大家首先被邀请到综合训练馆，
在这里，一群穿着短袖T恤的“肌肉
男”正在进行擒摔训练，一摔一打，训
练进行得相当火爆，市民很快就聚拢
了过来。第一位特战队员先给大家
来了一段剑术套路，扎实的武术功底
让观摩市民掌声不断。特警支队相
关负责人告诉大家，这里的小伙子们
都不简单，他们是成都公安特警最精
锐的特警支队“黑豹突击队”队员，主
要应对的是反劫制暴、反恐等重大突
发险情的处置，队员全部来自于特种
部队退役士官或者体育院校武术系
毕业生，日常训练也最为严酷，战斗
力是最强的。

随后，大家又被邀请到室外靶
场，观摩快反突击小组战术射击训
练。突击小组以标准队列接近目标，

“砰砰砰”，现场不时传来手枪和步枪
射击的声音，设定不同距离的盘子和
气球，均被特战队员一枪命中。精彩
的表现博得了大家的阵阵掌声。

在当天的观摩活动中，很多小孩
子还争相和帅气的特警队员以及特
种警用车辆合影留念。

全年挡获8000多嫌疑人

成都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副支队长
刘虎介绍，2017年全年，全市特巡警
队伍坚持街面“网格化”巡逻布警，每

日在376个巡逻网格区域内部署275
个110巡逻车组，按照“有警接警，无
警巡逻，逢疑必查”的工作要求全天
候开展工作，时刻守护市民安全。

根据统计，特巡警51支快反突
击小组快速妥善处置各类突发警情
1554起、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527人，有效维护了“城市安全、社会
安定、市民安宁”。同时，全年在8个
高速路公安检查站和150余个治安
卡点，以人证比对核验系统、移动警
务终端等各种科技信息化手段为支
撑，共盘查人员48万余人，挡获违法
犯罪嫌疑人580余人，查获各类毒品
4000余克。

在2017年，成都全市5200余名
特巡警共挡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
8000余人，查获被盗机动车435台，
缴获各类毒品60余公斤，收缴管制
刀具700余把，为成都社会治安大局
平稳做出了重要贡献。

封面直播实战演练
百万网友在线观看

10日上午，封面直播《走进成都
110 看成都公安警务实战演练》引来
百万网友在线“围观”，网友纷纷为成
都公安特警的战斗力点赞。在当天直
播中，封面新闻客户端有38.7万人在
线观看，华西都市报官方微博有14.6
万在线观看，今日头条、手机百度、凤
凰新闻、新浪新闻、网易新闻、腾讯新
闻共计35.5万人在线观看，全网共计
107.8万人观看。

成都近百名学生
零距离接触“110”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菲）“3、2、
1，砰！”伴随响声，成都市公安局锦江
分局的一名排爆手成功将爆炸物拆
除，引来围观学生和市民的阵阵欢
呼。排爆实战演练，只是锦江分局
110宣传日主题活动的一个环节。

1月10日上午，全国第32个110
宣传日当天，来自龙舟路小学、天涯石
小学、东光小学和金苹果幼儿园的近
百名学生，以及多名在川外籍留学生
和两名来自斐济的警务人员，走进锦
江分局巡警大队，零距离接触“110”。

在当天上午的活动中，锦江分局
巡警大队民警展示了棍盾术、女警个
人警务技能、警犬搜爆搜毒扑咬、刀斧
砍杀突发事件处置、实战排爆演练
等。警犬表演可爱讨喜，刀斧砍杀突
发事件模拟情景真实生动，排爆实战
演练则紧张刺激。民警将市民很难看
到的工作情况真实呈现，围观的老师
和家长不时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表演环节后，学生们与三只警犬
亲密互动，观看现场展出的武器装备，
戴上警帽、穿上警服充当了一把“小警
察”。“这是我第一次看到真枪，以前只
在书里见过。”一名小男生认真听着民
警的讲解。

“非常值得，可以让小朋友更了解
警察叔叔的工作。”学生家长刘新蓉
说。她希望公安部门可以多安排一些
这样的开放日，让更多的孩子近距离
接触警察，更自律、更积极地配合他们
的工作。

成资渝高速天府机场
至潼南段线路调整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智）近
日，省环保厅公开《成资渝高速公路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至潼南（川渝界）
段环境影响报告书》（以下简称《报
告书》）。《报告书》显示，由于受到地
区地形、地质条件等制约，成资渝高
速天府国际机场至潼南段的修建路
线有所调整。

据了解，由于安岳县2017年规
划建设城西水库，施工图阶段，成资
渝高速公路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至潼
南（川渝界）段工程，主线进入安岳
县县城集中式饮用水七里桥水源保
护区和鸳大镇饮用水源保护区、连
接线进入四川省千佛寨森林公园。
由于工程线路发生变化，导致评价
范围内出现新的生态敏感区属于重
大变动，需要重新编制环境影响报
告书。

根据新报告书，路线起于简阳
市江源镇附近在建成都经济区环线
高速公路，接成都新机场高速公路，
设置江源枢纽互通与其进行交通转
换，向南在红台村设置大高寺互通
（K60+300）连接资三快速路，并进
入雁江区境内。

其次，在清泉附近上跨成渝高
速，设置枢纽互通与成渝高速公路
进行交通转换，在临江镇高柏村设
资阳互通连接资三路和资阳城区道
路，在杨家沟下穿成渝高铁桥梁。

然后，经中和场镇以南，设置枢
纽互通与遂资眉高速进行转换，此
后路线进入乐至县境内，在爆花村
附近上跨成安渝高速，设置枢纽互
通与成安渝高速进行转换。

最后，路线沿岳阳河北岸布设，
上跨内遂高速，设置枢纽互通与内
遂高速进行转换，后止于川渝界。
总的来说，路线全长109公里，预计
总工期3年，估算总投资147亿元。

元旦已经过了，春节还会远么？想必很多人都在打算春节怎么玩了！不过，春节自驾回家、
出门旅行一定记得提前看路况哦，别被堵在路上。

2018年春运，将从2月1日开始，持续到3月12日结束，1月8日，国家多部委召开发
布会，预测了2018年春运十大拥堵路段和十大拥堵收费站。

1月10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也结合过往三年春运、2017年清明和国庆节、
2018年元旦节出行情况，为大家梳理出即将到来的春运中，四川最拥堵的高速和收费站，
以及各条出川高速路路况，供大家出行参考。

成都绕城
或成四川最堵高速

G4215蓉遵高速（成都到遵义）

春节出省自驾到贵州，感受绚丽的多彩文
化，是不少四川人的选择，2016年春运的第一
波高峰，曾出现在G4215蓉遵高速。

2017年，贵州省公安厅交警总队针对春运
交通态势分析，作为主要通行干线的蓉遵高速，
春运期间通行压力较大。其中，松坎、胜境关、
大兴、新寨省际收费站成为日均交通量最大的
出省通道，贵阳、遵义收费站成为日均交通量最
大的城际通道。

G5京昆高速（成都到昆明）
驾车去云南，沿途风景秀丽，越往南阳光越

充足，经西昌-攀枝花-昆明的这条高速路更是
成了首选驾驶路线。

2017年，四川高速交警发布春运高速公路
出行指南，其中G5京昆高速成都到雅安段，可
能会在成都主站-双流南路段、K1831新津服
务区入口路段、青龙立交桥路段发生拥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见习记者 何方笛

全国第32个110宣传日
成都公安邀请市民走进战训基地

警营开放日
“围观”特警训练

1月10日是全国第32个110宣传日。10日
上午，成都市公安局组织了一次“警营开放

日”，邀请市民走进位于龙泉驿区的战训基地，观摩成
都公安精锐的特警作战队伍摔擒表演、战术射击训
练、警犬训练等实战演示。很多市民尤其是小孩子在
这座全新的公安战训基地内，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了反
劫制暴、安检排爆专业装备器，以及各式防爆枪、狙击
枪等。这次警民互动活动，展示了成都公安特巡警工
作的风采，树立了新时代警队良好形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逢春 摄影刘陈平

我省将迎来一次较长时间污染过程

13市联合启动
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记者
殷鹏）1月10日，记者从省重污染天
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获悉，因近日
我省盆地可能出现一次较长时间的
污染过程，省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
部办公室已要求成都、自贡、泸州、
德阳、绵阳、遂宁、内江、乐山、宜宾、
达州、雅安、眉山、资阳13市采取联
防联控措施，加强区域性重污染天
气应对工作，并于1月11日零时联
合启动重污染天气黄色预警。广
元、南充、广安、巴中4市进一步加强
会商研判，及时采取预防性措施。

省环境监测总站预计：1月10
日至11日，污染累积形成，成都平
原地区和川南部分城市可能达到中
度污染；12日至13日，川东北地区
略有改善，其余地区污染态势维持；
14日至17日，区域性污染加重，成
都平原地区和川南部分城市可能达
到重度污染，其余地区可能达到中
度污染。

省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
室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地各部门要
按照1月5日召开的全省大气污染
防治工作视频会议要求，提早启动
预案，加强督查检查，严格落实工业
企业错峰生产、限产和停产，持续加
强城市扬尘管控、重型客货车辆整
治等工作。对不作为、慢作为导致
大气环境质量严重恶化的相关责任
人将采取约谈等方式严肃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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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川高速

听一听。

玩真枪。

警犬训练。

我是“小小警察”。

2018年春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