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座加气站临停
“的哥”提前一晚加满气

11日下午，接到微信群同事
发来的消息后，“的哥”杨师瞄了
一眼气表，然后将车朝着成华区
八里庄CNG加气站开去。“得加
一罐了，不然等下班时间到了，

就要排长龙了。”在加气站等待
10多分钟后，轮到他的车加气，
他招呼了一声，“加满。”

在等待加气时，杨师看到
站内贴出的通知：1月 12日 6：
00 至 18：00，主城区由成都燃
气集团公司、四川联发天然气
公司供应的30座CNG加气站将
配合停气。

当天傍晚6点左右，在八里
庄加气站外，已经有40余台出
租车、社会车辆排起长队。“遇上
晚高峰，来晚了。”出租车司机李
师傅摇下窗，叹了口气，“加满要
50元左右，可以跑200多公里，
一天要加2-3次。遇上停气，对
我们影响还是很大。希望这次
停气改造后，成都的用气会更好
点。”

“今晚打算迟点下班。”李师
傅说，算了下时间，准备凌晨两
点再来加一罐气，“那时候人很
少，正好加满气为第二天提前做
好准备。”

气压偏低市民备战
错开高峰提前做好准备

11日，成都燃气集团公司通
过短信，告知市民：1月11日21
时至12日18时，成都主城区燃
气主管道停气改造，气压偏低。
此外，记者了解到，为消除平桥
输气站生产安全隐患，其间将对
该站进行安全改造，届时主城区

输气站提前
完成手术

成都主城区供气恢复正常

叮咚。”1月11日，不少成都人的手机，都收到
一则“因燃气管道改造气压偏低”的短信。当天
下午，在成都市成华区建设路接人的的哥“杨

师”，接到同事消息称，“这边加气都排队了，据说明天
有30个加气站要停气。”

有关停气的议论，在冬日的成都开始。随后，“这
是成都最大面积的停气”“吃饭有没有影响哦”等信息
也传开。

供气总量将减少约215万立方米，
并暂停商场、城市综合体、宾馆酒
店、写字楼的集中采暖用气。

那成都市民又是如何应对的
呢？家住建设北路三段某小区的
青女士称，“吃饭可以解决，晚上洗
澡是大事。下班后错开用气高峰，
提前把澡洗了。”微博上，也有成都
网友支招：“万一气压低，或者家里
要停气，得先准备好泡面，或者启
用微波炉、电磁炉。”

记者当天走访了武成大街附
近几家餐馆。一家面馆老板称，看
到新闻后，他们附近几家餐馆，都
提前准备了气罐备用，“比平时多
准备了一罐。”

输气站扩能改造
有望提升成都供气能力

11日下午，记者致电成都燃
气集团公司，咨询了此次施工情
况。据悉，成都燃气集团公司充
分发挥其他供气通道最大能力，
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基本生活用
气影响。

负责此次施工的四川新兴油
气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该项目
站内负责人蒋先生介绍，此次主要
是进行扩能改造，分站内和站外两
个工程进行，站内安排了6个机组
进行。

为何此次改造影响范围这么
大？蒋先生说，此次改造的输气站

涉及主城区的主管道，这也是他们
近年接到的较大一次燃气工程改
造。不过，在此次改造之后，将有
利于进一步提高成都主城区的供
气能力。

最新进展

输气站改造提前完工
主城区供气逐步恢复正常

备受关注的成都主城区大范
围临时停气，有了最新进展。1月
12日，记者从成都燃气集团公司获
悉，平桥输气站安全改造作业施工
于12日上午10：00顺利完成。平
桥输气站已恢复对主城区供气，这
意味着主城区供气压力正逐步恢
复正常。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力摄影报道

当天，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从成都燃气集团公司获悉，
此次主城区燃气主管道停气是为
了实施平桥输气站的安全改造，
停气时间从1月11日21：00至
12日18：00，主城区供气总量减
少约215万立方米，30座CNG
加气站将配合停气。同时，现场
施工单位负责人认为，此次停气
主要是进行扩能改造，改造完成
后，有利于进一步提升今后的供
气能力。

12日，成都燃气集团公司发
布最新进展，平桥输气站改造工
程已提前完工，成都主城区供气
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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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晚，成都东郊记忆·声音剧场
将上演爆笑荒诞喜剧《月下狂欢》；

1月13日上下午，四川歌舞大剧院将演
出英国BBC大型互动式多媒体儿童舞台剧
《海底小纵队4：极地大探险》；

1月13日晚，宜宾酒都剧场将举办《白
俄罗斯国家歌舞团2019新年歌舞音乐会》；

1月15日至16日晚，四川锦城艺术宫将
上演民族歌剧《呦呦鹿鸣》；

1月18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举办
四川爱乐乐团《新春音乐会》；

1月24日至26日晚，四川歌舞大剧院将
上演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夏洛特烦恼》；

1月 25日晚，四川交响乐团将在成都
ICON云端音乐厅奏响《肖斯塔科维奇第十
交响曲音乐会》；

1月30日至31日晚，四川锦城艺术宫
将演出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殷航）寻找
成都最新网红打卡地，一路寻访天府
文化，美食美宿自由组合，好看好玩多
样连结。1月11日，记者从成都市旅
游局获悉，2019年“新旅游·潮成都”
旅游线路产品创新设计大赛将于2月
11日至3月25日举行。此次大赛面
向全球征集成都“最新”、“最潮”的旅
游线路产品。

据悉，本次大赛由成都市旅游局
主办，成都旅行社协会承办，旨在进一

步彰显成都地域符号元素，树立成都
品质旅游形象，充分挖掘全市旅游文
化内涵。在设立团体奖、组织奖、院校
组织奖的同时，本次比赛还将设置“蓉
立潮头”旅游线路设计金奖、最佳主题
线路奖等92个单项奖。经过初赛、复
赛后，大赛组委会将于3月25日举行
决赛并公布最终比赛结果。

本次大赛针对成都核心旅游资
源，结合今年起实施的144小时过境
免签政策，面向有自主设计旅游线路

产品经验的社会人士（地域不限）、院
校的旅游专业学生（可跨专业、跨院校
组队）、旅行社的专业外联和计调人
员、相关涉旅单位等各界人员进行成
都旅游线路产品征集。参赛线路要求
以“新理念、新视觉、新高度”为引领，
所设计的旅游线路应体现成都元素、
成都风尚，针对不同客源市场，有效衔
接城市的形象定位。

相关负责人介绍，在成都参赛单
位或个人将报名表和参赛线路作品，

提交至属地区（市）县旅游行政管理部
门初审；区（市）县旅游行政管理部门
将初审后的报名表和参赛线路作品，
统一报送至组委会办公室，并以区
（市）县为单位参加比赛；组委会办公
室审核后，将以短信或电子邮件的方
式回复确认参赛资格。外地参赛单位
或个人将报名表和参赛线路作品，以
电子邮件形式报送至组委会办公室；
组委会办公室审核后，将以短信或电
子邮件的方式回复确认参赛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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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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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4时）
AQI指数107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
良：南充、巴中、广元、自贡、绵阳、广安、遂
宁、泸州、内江、攀达州、枝花、眉山
轻度污染：德阳、雅安、宜宾、资阳、乐山

12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29—159
空气质量等级：轻度到中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川南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川东北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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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月12日开奖结果

全球征集寻找“潮成都”最新旅游路线
2019年“新旅游·潮成都”旅游线路产品创新设计大赛下月开启

世界首台百万千瓦水电机组转轮完工仪式现场。新华社发

大量创新突破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

四川省凉山州宁南县和云南省
昭通市巧家县境内的金沙江干流下
游河段上，白鹤滩水电站矗立于此。
该水电站装机总容量1600万千瓦，
年平均发电量624.43亿度，每年可
节约标准煤约1968万吨。

据介绍，水电站左右两岸将分别
装8台100万千瓦水电机组，首次全
部采用国产的百万千瓦级水轮发电
机组，是我国重大水电装备在长江三
峡工程、溪洛渡电站发电机组国产化
的基础上又一次巨大飞跃。来自德
阳的东方电机此次承担了左岸8台
100万千瓦机组的研制任务。

东方电机有关负责人介绍，白鹤
滩水电站的水轮发电机组是世界上
首批百万千瓦水电机组，属于超巨型
混流式水轮机组。其技术研究的复
杂性和难度，远大于世界上已有机
组，且没有现成的技术和经验可供借
鉴。

为此，从2006年起，东方电机便
在以往成果和经验的基础上，开始了
自主创新之路。东方电机在机组总

体设计、水力开发、电磁设计、高效冷
却技术、推力轴承技术、高压绝缘技
术等重大专题科研攻关方面均取得
了突破，并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核心技术。

兼顾高效安全
多项指标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转轮被称作水轮发电机组的“心
脏”，是整个机组中研发难度最大、制
造难题最多的部件。经过多年努力，
东方电机研制的白鹤滩水电站首台

百万千瓦水轮发电机组的首台转轮
于12日完工。该转轮直径8.62米、
高3.92米，装有15片叶片，每片叶片
重达11吨，转轮总重达353吨。

据介绍，转轮关系到水轮发电机
组的稳定性，可影响机组的使用寿
命。东方电机有关负责人表示，一个
百万级别的机组停机一天，其损失将
高达成百上千万元。而大修则要把
整个机组拆开，一次至少一个月。所
以检修频次越长，体现给业主的经济
价值就越高。

除稳定性外，发电机组的高效
性、安全性也至关重要。东方电机在
百万千瓦核心技术水力研发中，首次
将全流道全工况数值仿真技术应用
于工程实际。这项技术能在模拟机
组运转前，先由电脑完成模拟，以测
试其性能。

东方电机创新开发了水力评判
标准和叶形加厚技术，实现了整个过
流部件强度与水力性能的最佳匹配，
效率达到96%以上。同时，空化、压
力脉动、噪声、飞逸转速等指标，均达
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兼顾了高效和安
全稳定的关系。

此外，在水轮发电机关键技术的
研发上，东方电机创新冷却结构。在
有效提升冷却空气利用率的基础上，
大幅降低了机内空气流量，使电机通
风损耗减小，提高了发电机组的效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董兴生 王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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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第19005期全国销售
226883398元。开奖号码：21、26、27、29、
34、05、06，一等奖基本2注，单注奖金1000万
元，追加1注，单注奖金600万元。二等奖基本
159注，单注奖金56877元，追加46注，单注奖
金34126元。三等奖基本1048注，单注奖金
3259元，追加364注，单注奖金1955元。
7179285216.0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9012期全国销售15947852
元。开奖号码：541。直选全国中奖7114（四
川304）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
12786（四川1046）注，单注奖金173元。
8919932.1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012期全国销售11219622
元。开奖号码：54112。一等奖51注，单注奖
金10万元。213108500.82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9003期全国销售
30074536元。开奖号码：33000333033003，
一等奖全国中奖4464（四川208）注，二等奖全
国中奖52453（四川2408）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003期全国销售
20599426元。开奖号码：33000333033003，
全国中奖126888（四川5846）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05期全国
销 售 1198348 元 。 开 奖 号 码 ：
333300000013，全国中奖568（四川24）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005期全国销售
991098元。开奖号码：20030320，全国中奖
106（四川4）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3月13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明日限行 1 6

世界首台百万千瓦
水电机组转轮完工交付

四川造

1月12日，在东方电气集团东方电机有限公司（简称“东方电机”）白鹤滩工地转轮厂房，白鹤滩水电
站首台百万千瓦发电机组的首台精品转轮正式完工，并较原计划提前交付。据介绍，该发电机组是世界
首台单机容量超过百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此次完工的转轮则是该发电机组的“心脏”。

（上接01版）
会议审议通过了《政协四川省第十二届

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邓正权等同志不再
担任省政协委员的决定》和《政协四川省第
十二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增补委员的
决定》，同意邓正权等16名同志因职务变动
等原因不再担任十二届省政协委员，同意增
补王斌元等20名同志为十二届省政协委员。

省政协副主席崔保华、钟勉、张雨东、王
正荣、赵振铣、陈放、林书成、欧阳泽华、祝春
秀，秘书长王建军出席会议。

11日，得知CNG加气站停气信息后，出租车提前“备气”。

成都燃气发布的主管道停
气改造短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