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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同呼吸
26日空气质量

27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6时）
AQI指数 85 空气质量 良
优：康定、巴中、广安、攀枝花、马尔
康、雅安、遂宁、绵阳、西昌
良：眉山、泸州、内江、宜宾、资阳、达州、
乐山、德阳、广元、南充、自贡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3月26日开奖结果

吴冰清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5—105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部分
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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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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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列 3 第 20036 全 国 销 售
22108228元。开奖号码：301。直
选全国中奖3095（四川209）注，单注
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23542
（四川 1744）注，单注奖金 173 元。
21056457.7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 5 第 20036 期全国销售
9939578元。开奖号码：30151。一
等 奖 41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61635040.1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将另行公
告。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3月26日，记者从阿坝州召开
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经中共阿坝
州委、州人民政府研究决定，九寨沟、
黄龙、四姑娘山、达古冰川景区将于
3月31日起恢复运营对外开放，暂
不接待入境游客。至此，全省所有
5A级景区均恢复开放。

为向游客提供安全、健康、舒适
的旅游环境，阿坝州将全力以赴做
好卫生防疫、交通保障、餐饮住宿及
旅游综合市场规范管理等工作。各
景区也将采取全网实名制订票、不
受理现场购票、限制流量、体温检

测、错峰游览等方式入园。
各景区具体限流情况为：九寨

沟景区每日限流 1 万人次，黄龙、
四姑娘山、达古冰川景区游客接待
量不超过日最大承载量的50%。

为致敬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守
护健康、捍卫生命的医护工作者，
九寨沟、黄龙、四姑娘山、达古冰川
景区自恢复开放之日起，将出台针
对全国医护工作者及其 1 名陪伴
家属免门票开放一年的优惠政策
(“五一”、“十一”黄金周除外)。

据川报观察

四川多家电影院
3月28日恢复营业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曾洁）3

月 26 日，记者从峨影集团官网获
悉，继太平洋影城达州红旗店和达
州城南店 3 月 21 日复工之后，太平
洋影城王府井店、春熙路店、大邑
店、上海松江店、攀枝花双店、雅安
店将于 3 月 28 日恢复营业。影立
方、百丽宫、UA 等影城正在对影院
全面消毒，积极做好复工前的准备
工作。

轨道交通17、18号线为成都地
铁首批开通的高时速市域快线，近
日两线共计54名电客车司机“过关
斩将”全部通过岗前考试，获得上岗
资格，正式成为成都地铁首批 140
公里时速快线司机，肩负今年正式
开通初期运营的17、18号线高时速
市域快线列车驾驶任务。同时，首
批快线司机将全程参与当前及下一
阶段轨道交通 17、18 号线正线动
调、空载等阶段的驾驶与调试任务，
为后续线路的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
的人力与技术保障。

为确保选拔出高素质、高技能、
高品质的“三高”快线司机，2019年
5月底成都轨道集团及下属成都地
铁运营公司按照“优中选优”的模式
开展快线司机公开选拔。经过笔
试、面试、测评等层层选拔，最终54
名业务技术优、驾驶经验足、心理素
质佳的电客车司机脱颖而出，成为
了成都地铁首批快线司机的“预备
人员”。

今年，轨道交通 17、18 号线将
正式开通初期运营，经过层层选拔
出的快线司机“预备人员”在培训培
养过程中积极主动、刻苦努力，主动

加强学习训练，营造了良好的比学
赶超氛围。经过全方位的专项培训
培养和严格考核，54名快线司机现
已全部通过考核验收，并已正式“上
岗”。

据悉，首批上岗的54名快线司
机中，共有男性司机 52 人、女性司
机2人，平均年龄27.5岁，全员地铁
安全“驾龄”超过 5 年，是一群名副
其实的地铁“老司机”。根据培养计
划，在轨道交通 17、18 号线开通运
营前，还将有 181 名快线司机将陆
续培养上岗。

今年34岁的胡林，在地铁电客
车司机的岗位上已工作了 6 年，是
成都地铁为数不多的高级司机，更
是凭借过硬的业务技能和良好的职
业素养，成功考聘成为成都地铁首

位快线电客车队长。手柄轻四两、
责任重千斤，胡林和他的团队均表
示有信心圆满完成各项调试任务，
为成都首条市域快线的安全、平稳、
高效运营保好驾护好航。

作为首批快线司机里的两名女
司机，苟杨、蒋南柯更是巾帼不让须
眉，像是铆足了劲儿，在每次比武、
考试中都能保持名列前茅。快线司
机苟杨还在 2017 年考取电动列车
高级证，成为成都地铁首位高级女
司机。“最初选择电客车司机这个岗
位是觉得女司机很‘帅’，没想到在
成都地铁这一坚持就是 9 年，好在
自己还像当年一样对这份事业保持
着热爱”，苟杨说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
图片由成都地铁运营有限公司提供

九寨沟黄龙景区
3月31日“重启”
至此，全省所有5A级景区均恢复开放

老司机

首批上岗的 54 名快线司机
中，男性52人女性2人，平均年龄
27.5岁，全员地铁安全“驾龄”超
过5年，是一群名副其实的地铁

“老司机”。

新任务

获得上岗资格的他们，正式
成为成都地铁首批140公里时速
快线司机，肩负今年正式开通初
期运营的17、18号线高时速市域
快线列车驾驶任务。

成都地铁首批54名快线司机亮相

▲成都地铁快线司机
苟杨。
◀成都地铁首批快线
司机亮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