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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7日8：00-18：30 10kV力联
线909开关及之后线路（仁镇线雯勇环
网柜仁镇线力联线联络支路9821刀闸
之间线路）

4月27日6：00-24：00 110kV麓
湖变电站10kV麓铁线918开关及以后
线路

4月28日8：00-19：30 110kV清
水变电站10kV清塑线909开关及之后
线路

4月29日6：00-24：00 10kV麓红
线天星二社#5环网柜莲花四社#6环
网柜支线#2开关至10kV麓红线博览
城侧#7环网柜览城侧#7环网柜支线#
2开关之间线路

5月1日6：00-24：00 10kV罗夔
线宁波路中段环网柜中交旁支路984
开关至10kV桐南线蜀州路环网柜桐

南线罗夔线联络支路#4开关之间线
路、10kV罗夔线宁波路中段环网柜创
新中心施工支路987开关及以后线路、
10kV罗夔线中交旁环网柜备用986开
关及以后线路

5月6日7：00-22：00 10kV清孚
线长河村#2开关及之后线路、10kV清
柏线充电站#2开关及之后线路、10kV
大柏线雷达山支24号杆隔离刀闸至
10kV清吉一线大柏线长河八组联络
开关、10kV柏乡路胜利大桥#2开关之
间线路、110kV魏家桥变电站待用
922、待用923、待用993、待用934、待
用994开关及之后线路

5月6日7：00-22：00 10kV大柏
线9号天灯支线开关至10KV大柏线柏
乡线马坝九组联络开关之间线路

5月6日7：00-22：00 10kV大柏

线11号雷达山二级站支线开关及之后
线路

5月7日7：00-19：00 10kV大柏线
8号雷达山支路开关至10kV大柏线雷达
山支24号杆隔离刀闸之间线路、10kV大
柏线6号恒兴支路开关及之后线路、
110kV魏家桥变电站待用942、待用943、
待用932、待用933开关之后线路

温馨提示：
1.最新停送电信息请查询“95598

网站”、拨打“95598热线”，或下载“掌
上电力”APP查询。

2.请提前关闭户内电源总开关，
避免突发停送电源造成室内电器受损
或电脑数据丢失。

3.养观赏鱼的业主注意停电期间
水温、水质变化。

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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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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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呼吸
26日空气质量

成都（17时）
AQI指数 101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康定、巴中、马尔康、资阳、遂宁、
西昌、攀枝花、雅安、南充、内江、乐
山、泸州、眉山、自贡
良：达州、德阳、广元、宜宾、广安、绵阳

27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0—12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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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4月26日开奖结果

7 星 彩 第 20029 期 全 国 销 售
9852102 元 。 开 奖 号 码 ：
2760214，一 等 奖 1 注 ，单 注 奖 金
3751280元；二等奖21注，单注奖金
10254 元；三等奖 185 注，单注奖金
1800元。1000000.00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排列 3 第 20067 期全国销售
40650484元。开奖号码：477。直选
全国中奖7258（四川369）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6742（四
川572）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全
国中奖0注。20167473.07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排列 5 第 20067 期全国销售
11820634元 。 开 奖 号 码 ：47704。
一等奖 36 注，单注奖金 10 万元。
405996681.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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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第18周停电检修计划

对于大件路上跨绕城高速的跨
线桥这一堵点，成都市民李先生体会
尤深。他居住在双流航空港片区，在
主城区上班，大件路是经常走的进城
路线。

“这座跨线桥是双向四车道，但
实际上非机动车和机动车混行，机动
车只有一条车道。”李先生说，建设这
座跨线桥时，双流航空港片区的住户
不算多，跨线桥还是够用的。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航空
港片区已经成为一个居民聚集地，人
口众多，车流量剧增，这座跨线桥就

越来越堵车了。
记者了解到，随着大件路运输路

线的改变，大件运输车辆不再经成都
主城区，而转向成都新都-龙泉一
线。大件路上跨绕城跨线桥的主要
功能，除开供航空港片区的居民出
行，也是永丰路-石羊场方向出城通
往双流、新津的重要关口。

由于交通压力极大，近年来，这里
成为有名的堵点，上下班高峰期严重拥
堵成为常态，拥堵的车流，甚至可以排
行到白家车管所和石羊场车站，居民们
对于道路改造的呼声，由来已久。

成都大件路绕城跨线桥要拓宽了
四改八，预计今年内完工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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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件路，不仅承担着运
输大件货物的重任，也是成
都城市交通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从成都主城区通往双
流航空港、乃至新津的要道。

不过，不少成都市民吐
槽说，在大件路和绕城高速
的连接处，也就是大件路上
跨绕城高速的跨线桥，因为
车流量剧增，成为了出名的
堵点，早晚出行高峰堵得水
泄不通。

“跨线桥目前是双向四
车道，非机动车和机动车混
行，能否加宽跨线桥，解决这
一堵点呢？”成都市民李先生
这样建议说。

4月26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实地探访发
现，由于大件路绕城内侧修
地铁、跨线桥仅为四车道，早
晚高峰的确存在堵车现象。
据悉，为解决这一堵点，跨线
桥将由双向四车道拓宽到双
向八车道。

据施工单位中铁十二局
介绍，拓宽施工将于今年内
正式完成主体工程，双流尤
其是航空港片区的居民出行
将少一堵点。

26日，记者驱车来到大件路上跨
绕城的跨线桥，由于地铁市政施工的
占道影响，大件路绕城内侧的道路，
原本是双向六车道，在部分路段“萎
缩”成了单车道，十分拥堵。

其次，从绕城内侧进入跨线桥，
跨越绕城高速时，不仅大量机动车还
有大量自行车、电瓶车等非机动车机
非混行，原本就不宽裕的双向四车
道，相当拥堵。

据悉，对于这一跨线桥的扩能改
造，是航空港片区居民出行的一大心
愿，从2017年便提上了日程，但一直

未见动工。
目前，在跨线桥绕城内侧有一

个施工项目部，便是中铁十二局大
件路上跨绕城扩容项目部。26日，
记者电话联系到该项目部的工作人
员。

据中铁十二局工作人员介绍，该
项目部是为跨线桥的改造而设立，但
因疫情影响，目前尚未正式动工，“按
照规划，这座跨线桥将从双向四车道
拓宽到双向八车道，从而解决拥堵问
题。如果能够尽快开工，预计今年内
就能完成主体工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智摄影报道

居民反映▶ 大件路上跨绕城成堵点

记者探访▶ 将从四车道拓宽为八车道

成都大件路绕城跨线桥将由双向四车道拓宽到双向八车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