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雅西高速瓦厂坪大桥因地灾实施交通管制

荥经至九襄绕行攻略发布
应急车道最快15日开通

G5京昆高速雅西段，作为
四川南北交通大动脉，是成

都前往攀西地区的必经之路，受瓦厂坪
大桥地质灾害影响，雅西高速荥经至九
襄段目前已实施交通管制，大量车辆绕
行，备受社会关注。

3月10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随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民警前
往雅安荥经、天全等地，探访雅西高速
应急通道建设情况，了解交通管制后最
全面的绕行攻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智摄影报道

正在建设的应急通道。

大车往返绕行
108国道实施单边放行

10日下午，在雅西高速
荥经安检站前，高速交警六
支队六大队大队长袁涛终于
可以松一口气了，在经历连

续多日的拥堵后，目前荥经站车流量
趋于平稳。

在雅西高速实施交通管制后，大
量往来于成都和攀西地区的车辆，纷
纷从荥经下高速，转向国道108线翻越
泥巴山，给国道带来巨大的交通压力。

“雅西高速荥经段日均车流1.2万
辆，其中有三千辆货车。”袁涛说，由于
雅康高速禁止货车通行、省道306线金
口河段有多座桥梁限重35吨，很多四、
六轴货车，只能走国道108线绕行。

为保障道路畅通，目前108国道
采取限时单边放行。具体措施为：每
日1时至11时，由汉源往荥经方向
放行；每日13时至23时，由荥经往
汉源方向放行。请大家结合放行时
间合理安排行程。

同时，交警提示司机朋友，通过
108国道泥巴山路段时，一定要谨慎
慢行，并携带足够的饮水和干粮，以
备不时之需。

小车至成都
走省道217+雅康高速
在雅康高速通车后，往返成都西

昌多了一条绕行线路。
从成都驾车到雅安后上雅康高

速到泸定，然后经省道217线到石棉
站上雅西高速继续南下，反向亦然。

总体来看，走这条线路沿途保障
较好，但相比绕行108国道要多出40
公里左右路程。

10日下午，高速交警四支队雅康
大队大队长王涛提醒，雅康高速目前为
通车试运行，禁止黄牌和车货总高2.2
米以上蓝牌车辆通行，只能通行小车。

为避免大家在泸定收费站长时间
排行，建议前往西昌、石棉方向的车

辆，在两路出口（新沟收费站）下高速，
经国道318线转省道217线，在石棉站
进入雅西高速，也避免经过泸定县城。

王涛提醒司机朋友，目前雅康高
速全线无加油站，过往车辆须合理安
排时间，规划好路线和备足油料。

小车至川南
绕行省道306线需谨慎
避开荥经至九襄管制路段，除开

走省道217线+雅康高速，大家还可
以走省道306线至乐山金口河，上成
乐高速。此线路主要推荐给往返于
川南和攀西的司机朋友，如果是前往
成都，绕行距离太远不建议采用。

从乐山出发，沿306省道经峨眉
山市、峨边县、金河口区抵达汉源站上
雅西高速继续行驶，反方向亦然。不
过，省道306线弯多路窄，且多为临河
临崖路段，希望过往车辆谨慎慢行。

应急通道
最快本月15日开通
在实施交通管制、规划绕行路线

的同时，交管部门正在加紧建设两条
应急通道。

借助应急通道，车辆可提前下雅
西高速，通行一段应急便道，避开已
经管制的路段，再驶入雅西高速。和
绕行雅康高速和乐山相比，应急便道
绕行距离最短、最快捷。

据四川交投集团川高公司消息，
目前2号应急通道建设进展顺利，有
望于3月15日开通。届时，雅西高
速来往车辆可通行应急便道，大大缩
短绕行里程。目前通行便道的暂定
绕行方案为：

成都至西昌方向的小型汽车：从雅西
高速龙苍沟收费站出站，经1号应急通道
（龙苍沟互通连接线-荥岗路-龙安路），在
雅西高速小大岗大桥（K1991）驶入。

西昌至成都方向的小型汽车：从雅
西高速小大岗大桥（K1991）驶离，经2号
应急通道（龙安路-花凰路-国道 108
线），在雅西高速荥经收费站驶入。

制图 杨仕成

绕行线路
示意图

春季大型口腔特惠活动：“春牙”计划
一经推出，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追捧，活
动推出当天全员满线。为方便市民朋友
更好的了解口腔知识，了解更省心省钱的
做牙方法，特邀口腔医生为您解答疑难，
同时8.8元特惠做牙、7项口腔检查全免等
福利仍在火热进行中，欢迎市民拨打热线
028-96111报名。
哪些市民可报名8.8元特惠做牙？

凡年龄在18至100周岁的市民，有缺
牙、牙松动、假牙不适、烤瓷牙失败等牙齿
疾病的，都可以通过拨打热线028-96111，
报名申请8.8元特价做牙名额，500个名额
送完截止，更省钱省心修复缺牙。
3月17日特惠，听听种牙的人怎么说

为方便市民选择适合自己的种植牙，
本月17日，种植牙品牌厂家齐聚蓉城，举
办 种 植 牙 百 人 分 享 会 。 拨 热 线
028-96111可申请以下福利：

1.现场送8.8元特惠做牙、7项口腔检
查费用全免、假牙抵钱（100元/颗）。

2.听口腔专业讲座，看种植牙现场直
播，更有百位市民分享种牙心得。

3.种牙送电饭煲、豆芽机、按摩仪等好
礼。
假牙、烤瓷牙、种植牙，缺牙该怎么选？

种植牙是一种以植入骨组织内的下
部结构为基础来支持、固位上部牙修复体
的缺牙修复方式，不像活动假牙摘戴不方
便，造成恶心感；也不像烤瓷牙需要磨损
两边侧牙来修复牙齿。

【公益活动专线】拨028-96111，申请
7项口腔检查费用全免，每日20个名额。

华西都市报讯（黄博 记者 姚茂强）
日前，省工商局竞争执法处处长杨键、网
监处副处长蒋鸿宇一行到绵阳市工商
局开展督查调研，对绵阳市工商局“红
盾春雷行动2018”推进落实情况进行督
导。绵阳市工商局党组书记、局长杨纯
忠，副局长王智勇及相关科室负责人参
加了会议。

据了解，绵阳市全面推进省局“打击
不正当竞争行为”“整治网络购物环境”和

“助力放心舒心旅游消费”3个子行动和绵
阳市确定的会销行业整治子行动，全力整
治影响市场秩序的突出问题，市场监管取
得明显成效。截至目前，全市共出动执法
人员5275人次，清查市场391个、大小超
市572个、商店2751户，重点区域87处，
共立案查处各类违法案件1998件，案值
654.57万元。

省工商局调研绵阳
“红盾春雷行动2018”

缺牙齿？8.8元做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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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是小女子一个。”3月6日，
在代表着威武霸气的成都公安“黑
豹突击队”五个字前，申思比划了一
个可爱的剪刀手。

这个河南妹子是一个“矛盾
体”：夜里，她全副武装，在幽暗的高
速公路上紧张追捕嫌疑人。第二天
傍晚，她骑辆小单车，悠闲轻松感受
蓉城街景；她长相甜美，像极了嗲声
细语的成都软妹子，却又贴满了各
种“威猛”的标签：河南省武术锦标
赛第1名，四川省警察运动会射击第
1名；她一口标准北方口音，却是从
警6年的老成都特警。成都市公安
局特警支队黑豹突击队女特警申
思，用特有的奋斗故事，讲述她的那
份幸福感。

热爱生活的小女子。

刚 武术冠军入选黑豹突
击队，每天训练挥汗如
雨。参与抓捕执行任
务，惊险紧张。特警之花

为成都守护幸福

她是以剑术见长的武术冠军，人枪合一的“枪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逢春摄影报道

武术冠军进入特警队
圆了儿时梦想
申思来自河南开封，家乡有

尚武之风。作为女孩，申思从小
接触的却是男孩子的“玩意
儿”——武术。

“父母觉得我体弱多病，想
通过习武让我强起来。”申思说，
她接触武术后很喜欢，可能自己
在武术方面有一点天赋，被当成
苗子选拔进了开封市体校。高
二那年，她拿到“全省武术锦标
赛”入场券，并在高手如云的比
赛场上过五关斩六将，获得全省
第一名。

高中毕业后，申思以优异的
文化成绩和专业成绩顺利考入
成都体育学院。在申思心底，从
小就梦想成为警察，也特别羡慕
可以拿枪的英姿飒爽的特警。
大学毕业后，她报考了公务员，
凭着优异的文化成绩和体能成
绩圆了自己儿时梦想，2012年，
她迈入了成都特警大门。并在
支队选拔中，被挑选进入成都特
警反劫制暴专业大队——黑豹
突击队。

6日下午，和往常一样，申思要和
其他队员一起进行体能训练、搏击训
练，为了保持战斗力，她和其他队员每
天都有几个小时挥汗如雨。

6年前，申思刚进入特警队时，也
经历了痛苦的转型。黑豹突击队使命
特殊，主要是承担反恐、防暴和处置突
发事件等特殊任务，对队员的综合素
质要求特别高。申思是队伍中仅有的
两名女队员中的一个，在这个队伍里，
她被告知，这里没有女人，不分男女，
受不了可以离开，跟不上就淘汰换岗。

队友们都知道她曾经是省级武术
冠军，剑术是她的特长。这个称号给了
她压力，更给了她不服输的精神。身为
成都特警一员，这几年来她在训练和工
作中有很多苦是无法言语的，可是她并
没有因此而畏惧。她坚持每天严格训
练，在既有的训练要求外还给自己“加
餐”。无论高温严寒，她都与其他队员
一样，进行射击、长跑、摔擒等训练。

进入警队后，她才第一次接触枪

械。刚开始训练的时候，肩膀被防弹
背心磨破皮、手指被弹夹擦伤都是常
有的事，但她却从没有退缩。她说：

“我非常热爱这个职业，累并快乐着。”
经过艰苦的历练，申思慢慢达到了她
所追求的“人枪合一”的境界。

入警以来，因为突出的枪械业务
能力，她多次代表特警支队参加全国
全省的各种公安比武活动，曾经获得
2013年全省特警比武长短枪第2名，
2014年四川省警察运动会射击第1
名，2014年全国大城市警体三项射击
比赛第1名，2016年全省特警比武长
短枪第3名、突击攻坚第2名，2016年
全国大城市警体三项女团第8名。由
于工作认真，表现突出，申思连续4年
被评为优秀公务员，并荣获个人三等
功4次，个人嘉奖6次。她的同事和队
友开玩笑地评价说，曾经舞剑的申
思，如今已经成长为“枪王”。这些成
绩的取得，和她为之奋斗的过程，都
让申思变得更为自信。

加上在成都求学的时光，申思这个
河南妹子在成都已有十年，她已经爱上
了这座城市。在工作闲暇的时候，她就
摇身一变，成为人群中脚步缓慢的小女
子一枚。周末，她会约同学好友一起逛
街吃饭，或者骑个小单车到处转转，更
多的时候周末她喜欢宅在家，抱着自己
喜欢的书静静地阅读，享受这个难得的
慢时光。

而一旦进入工作状态，她的节奏
就突然紧张刺激起来。她给记者讲
述了一起追捕嫌疑人的过程。有一
年的春节前，她和队友4人一组参与
一次抓捕任务。半夜两三点，她们的

车紧跟嫌疑人的车，对方开得特别
快。快接近收费站的时候，眼看嫌疑
人就要驾车冲关逃脱，这个时候，另
一组队友驾车从旁边的关卡急转弯
冲到前面卡位，紧跟而上的她和队友
冲了上去，最终将嫌疑人制服。这样
惊险的执行任务场景，几年来申思经
历了不少。

申思说，这些已经成为她生活的
一部分，她享受这份高尚的职业带来
的荣誉感和充实感。在她看来，自己
为之奋斗的这份幸福感，就是对这份
职业和对成都市民的一种责任感和
使命感，自己想把它做得更好。

当好成都守护者 舞剑的她成为“枪王”

深爱成都这座城 她的幸福感是“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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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公安局特警支队黑豹突击队女特警申思。

柔 工作闲暇时光，她会骑
个小单车在街头转转，
更多的时候周末喜欢
宅在家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