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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9 C
阴天，早晚有小雨
偏北风1- 2级

13-18 C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阴天有小雨
偏北风1- 2级

13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5时）
AQI指数 53 空气质量：良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巴中、广元、雅
安、乐山、泸州、遂宁、宜宾、广安、攀枝
花、内江、南充、德阳、绵阳、达州、资阳、
自贡、眉山

12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0—6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至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至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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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中国体育彩票10月12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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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第20100期全国销售
274948701元。开奖号码：04、05、08、22、33、07、
10，一等奖基本4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追加0
注。二等奖基本69注，单注奖金161287元，追
加50注，单注奖金129029元。三等奖121注，
单注奖金10000元。936240580.80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20232期全国销售19572724
元。开奖号码：056。直选全国中奖3336（四川
248）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
13105（四川1450）注，单注奖金173元。
25771569.9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20232期全国销售11919412
元。开奖号码：05623。一等奖18注，单注奖金
10万元。408048766.3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20042期全国销售
24488374元。开奖号码：33331100300111，一
等奖全国中奖10（四川0）注，二等奖全国中奖
344（四川7）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20042期全国销售
17121874元。开奖号码：33331100300111，全
国中奖1962（四川121）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0042期全国销
售67314元。开奖号码：133311001111，全国中
奖1（四川0）注。

足球4场进球第20042期全国销售
845208元。开奖号码：21210000，全国中奖13
（四川0）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0年12月11日。
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从18对到74对
成灌铁路11年公交化之路

上班通勤、洽谈生意、爬山休闲
……不同的目的，同一段行程，不到
30 分钟，列车就可将旅客送达终点。
如今，平均每天有1.42万人次穿梭在
成灌线，享受着铁路公交化运行带来
的便利。

作为四川灾后重建的首个重大工
程，成灌铁路于2008年11月开工，2010
年5月12日开通，从正式破土动工到全
线贯通只用了18个月，创造诸多奇迹。

作为我国首条市域铁路，通过成
灌线联结，郫都区、都江堰、彭州等地
与成都中心城区形成了通勤客流。

2017年7月，犀浦站实现成灌铁
路与成都地铁 2 号线的双向同台换
乘，成为全国首个动车、地铁安检互
信、同站台交互换乘的车站。“零换乘”
有效提升了市域铁路衔接地方公共交
通客流的换乘效率。

2018 年 12 月，为了满足市民公
交化出行需求，CRH6A-A 型动车组
在成灌铁路正式上线，其少坐席、多站
立区的车内格局可容纳更多人员乘

车 。 2020 年 9 月 起 ，又 有 10 组
CRH6A-A型动车组投运成都平原城
市群，成灌线公交化线路不断加密。

自成灌铁路开行以来，列车开行
对数由最初的 18 对增加至 74 对，平
均发车间隔时间由最初的 50 分钟 1
班缩减至15分钟1班。

改造完成后
更适应铁路公交化运营

车次加密、发车间隔缩短，成灌铁
路运行方式越来越“近地铁”，但相关
配套并不能完全满足铁路公交化运
行。2019年，相关部门正式启动成都
市域铁路公交化改造工程，经过一年
多的前期准备，一期工程终于在今年
10月10日正式开工。

根据公开信息，该项目工程内容
包括：改造成灌（彭）铁路20个车站售

检票系统及进出站闸机；改造成灌
（彭）铁路20个车站既有站台滑动门
系统；新增青城山、都江堰、彭州站 3
个车站临靠到发线站台滑动门装置；
青城山站实施上水吸污改造工程；补
强20个车站引导系统、静态标识、广
播系统、安检仪、站台旅客座椅等客运
服务设备，使整个线路具备公交化运
营条件。项目预计于 2021 年 1 月 31
日竣工。

4 个月后，我们有望看到这样的
场景——市民只需一张成都天府通卡
或一部手机，在犀浦站刷卡或刷二维
码同台换乘后，就能登上成灌线列车，
再也不用提前网络购票，真正实现随
到随走，如搭乘地铁一样方便。

随着成都市域铁路公交化运营改
造工程的持续推进，成灌铁路及彭州
支线、成蒲铁路等市域快速铁路网将
共同实现公交化运营。

成都市域铁路公交化改造开始

市民有望刷天府通坐成灌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10月12日，记者从中铁二局电
务工程有限公司获悉，10 月 10 日 0
点，成都市域铁路公交化改造一期工
程项目正式开工，标志着成都市域铁
路公交化改造工程进入施工阶段。
项目预计于2021年1月31日竣工。
改造完成后，市民有望实现刷天府通
坐成灌线。

2019年1月,新型公交化高铁动车组在成灌(彭)和成雅铁路率先投运，“天
府号”逐渐成为沿线群众最便捷舒适的出行方式。 （本报资料图片）

手机不见后
一夜之间银行卡余额没了

张灵说，10月6日晚上，自己和朋
友在成都市金牛区吃火锅。结束时间
是当晚10点58分左右。买单下楼后，
在旁边的便利店买东西时发现手机不
见了。“当时我就怀疑被偷了。”

张灵于当晚 11 点 04 分左右，用
朋友的手机拨打自己的手机号未打
通，多番寻找未果后她返回酒店。

张灵说，10月7日凌晨2点过，她
在通讯运营商的微信公众号上对电话
号码进行了挂失，公众号回复要经过
两三个小时的处理等待。

7日早晨，张灵收到提示，发现手

机号被绑定了别的社交软件，银行卡
也被绑定了。“我打电话查询银行卡余
额，钱都没有了，于是打了报警电话。”
张灵说。

账户被转款
对方用其手机贷款购物

张灵说，7日上午8点过，自己在
成都市金牛区荷花池派出所报了案。
受案回执显示，张灵手机被扒窃一案
已被受理。“目前警方回复还在调查。”
张灵说。

张灵称，报案后自己又赶紧去了
最近的运营商营业厅，工作人员告知
手机号是在早上 8 点 10 分左右被挂
失。后在派出所民警带领下，她又去
了另一营业厅进行补卡。

之后，张灵去银行打印账单流
水。“上午10点40分我打印了中国银
行的流水（资金由绑定的软件转出
300 余元），11 点 44 分打印到了建设
银行的流水（资金由绑定的软件转出
5000余元）。”

在打完流水之后，张灵下载了某
APP。“这个软件我在两年前下载
过。一查果然出事了！”张灵说，对方
于7日早上7点23分，通过这个APP，
买了两部手机和若干配件，共计7300

余元。系统显示，早上10点半已经送
达。“当时我向该 APP 提交了被盗申
赔，被拒绝了。然后我打通了客服电
话，客服说已经记录了，之后5到15个
工作日会给我一个反馈。”张灵说，“后
来又打过一次电话。客服告诉我，这是
我的个人过失，需要自己进行赔付。”

张灵说，偷走手机的人手法非常
专业，让快递把手机送到了一个商场
门口，并且是用的虚拟号码。

张灵说，截至10月8日，只有一家
账户绑定平台对盗刷资金进行了赔
付。“被转账的另一家账户绑定平台客
服12日又给我打了电话核实信息，说
1到3个工作日回复。”

看过“老骆驼”文章
感慨遭遇的作案方式太相像

张灵说，短短9个小时，自己大概
损失了12000多元。“我也看了‘信息
安全老骆驼’的文章，感觉跟他的经历
太像了！”张灵希望通过自己的遭遇，
能够让大家提高警惕。

“现在最担心的是那笔贷款，11
月 1 号就要还，但是我没钱了。”张灵
说，“如果还不了，可能还会影响征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庆 王越欣

眉山一大学生手机丢失
自述9小时损失上万元

惊魂
一夜

几天前，微信公众号“信息安全老
骆驼”发布了一篇文章《一部手机失窃
引发的惊心动魄的战争》，讲述了手机
被盗窃后的经历，引起众多关注。

10月12日，在四川眉山某大学
就读的张灵（化名）告诉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自己在国庆也遇到了类
似经历，手机被盗后9小时的时间里，
虽然自己采取了各种措施，依然损失上
万元，还背上了7300多元的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