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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号智能动车
组车厢内的服务设施
进行了智能化升级，进
入隧道时，列车可智能
控制车内压力，提前调
节灯光、车窗颜色等。

全车覆盖免费高
速Wi-Fi，旅客在旅
行途中可以随时使用
电脑办公、手机娱乐。

11-19 C
阴天有小雨

偏北风1- 2级

1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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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33 空气质量：优
优：马尔康、康定、广安、西昌、遂宁、南
充、巴中、达州、内江、雅安、泸州、宜宾、
乐山、资阳、德阳、绵阳、广元、眉山
良：自贡、攀枝花

8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4月8日开奖结果

体彩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巴中

达州

小雨

小雨

多云转晴

晴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小雨

阴转小雨

4-19℃

3-13℃

13-24℃

17-31℃

12-17℃

12-17℃

12-18℃

11-16℃

12-16℃

13-17℃

13-17℃

13-18℃

13-20℃

13-19℃

13-18℃

13-18℃

13-19℃

13-17℃

12-18℃

12-20℃

小雨转多云

小雨

晴

晴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阴转小雨

小雨

4-19℃

3-12℃

14-27℃

17-32℃

12-16℃

13-15℃

13-16℃

11-14℃

12-15℃

13-16℃

13-16℃

13-17℃

13-17℃

13-16℃

13-17℃

14-17℃

13-16℃

13-15℃

12-16℃

12-16℃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0—70
空气质量等级：优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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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柯辰）4月
8日，记者获悉，成都市蒲江县审计局
充分发挥审计的监督和保障作用，从
推动源头治理、健全机制等方面，助推
党风廉政建设上新台阶。

推进源头治理，防范廉政风险。
实施重大项目跟踪审计，开展了县城
污水处理厂一期提标改造和蒲江县人
民医院整体迁建等多个跟踪审计项
目，与纪委、发改等部门协同，做到监
督跟着项目走，针对审计过程中发现

的问题，发出跟踪审计建议函5篇，促
进项目管理整改完善。深入开展风
险点排查，梳理排查廉政岗位风险
点，共排查确定 3 个岗位为一级廉政
风险岗位。

做好巡审联动，促进整改落实。
巡察时提供相关审计信息，从中梳理
出需要关注的重点人和事，分析锁定
有关疑点情况，发挥巡察的全面性和
审计的专业性，起到“快速发现问题、
形成有力震慑”的效果。借助巡察工

作的政治性、权威性、宏观性特点，促
进审计整改落实。

强化宣传教育，夯实综合素质。
组织全体干部职工认真学习法律法
规，建设审计廉政文化长廊，大力宣
传廉洁自律，营造风清气正的氛围。
通过党建引领，全面加强审计业务能
力，抓好纪律作风建设，促进主体责
任落实、廉政纪律执行，强化审计现
场廉政风险防控，依法全面履行审计
监督职责。

蒲江县审计局：充分发挥审计监督作用 助推党风廉政建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图据“中国铁路”官方公众号

4月8日，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
团有限公司获悉，7月1日前，成渝、京
沪、京哈、京广等高铁将集中投放一批
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这款动车组在世界首次实现自动驾
驶，具有动力强劲、“头脑”聪明、内饰
设计人性化等特点。目前该车型在京
张高铁“服役”，通过12306上购买京
张高铁车票时，该车型车次下方会有
绿色“智能动车组”字样。

动力强劲“头脑”聪明

尖尖的车头更加突出流线型设
计，车身阻力降低约 10%。出色的降
噪效果，让旅客享有更安静的乘车环
境，体验更加舒适。除了动力充足，这
款复兴号的“头脑”也足够聪明。2019
年12月30日，京张高铁开通运营，崇
礼铁路同步建成投产，时速 350 公里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在世界上首次实现
自动驾驶，进一步提升了我国高铁领
跑全球的优势。

“有人值守的自动驾驶”是该车最
大亮点之一，列车按照地面调度中心
预先规划的运行计划，精准控制发车、
加速、减速、停车，实现到点自动开车、
区间自动运行、到站自动停车、停车自
动开门等。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车身安装有数
千个传感器，安全监控系统对列车状
态进行实时监控，保障列车运行中故
障自诊断、导向安全自决策。

高铁司机的精力更侧重于应急
处置，大幅度降低劳动强度，系统还
可以通过对列车运行数据进行收集
与测算，提高列车的节能指标和运行
舒适度。

人性化设计内饰升级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车厢内的服务
设施进行了智能化升级，进入隧道时，
列车可智能控制车内压力，提前调节
灯光、车窗颜色等。

全车覆盖免费高速 Wi-Fi，旅客
在旅行途中可以随时使用电脑办公、
手机娱乐。车厢内设有大件行李存
放处、无障碍卫生间等设施，并在残
疾人座位区配备轮椅固定装置、SOS
按钮等。

一等座车厢采用 2+2 布局，座
椅更宽更舒适，电源插座、踏板、衣
帽钩、折叠小桌等设施一应俱全；二
等座车厢座椅设有靠背调节按钮，
旅客可以利用扶手上的调节按钮调
整靠背角度，座椅下方的充电口设
有两孔、三孔插座和 USB 接口，小

桌板上印有“中国铁路”微信公众
号、铁路 12306APP 二维码，方便旅
客关注和下载；商务车厢的半包式座
椅不仅可以调整为半躺、平躺等多种
角度，还具有按摩、加热功能，无线
充电装置、LED 阅读灯、车窗亮度调
节按钮等，可为旅客提供优质的差
异化服务。

多功能车厢内设置了 12 套媒体
桌椅，工作台可以进行推拉以增加使
用面积，下方配有大功率多功能插座，
方便各种电子设备快速充电。

2022 年北京冬奥会期间，多功
能车厢将“变身”媒体车厢，各国记
者可以一边观看 5G 赛事直播，一边
发稿。

动力强劲、自动驾驶、内饰升级

成渝高铁将开行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有人值守的自动驾驶”。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尖尖的车头更加突出流线型设计。

商务车厢的半包式座椅。

排 列 3 第 21088 期 全 国 销 售
29691480元。开奖号码：304。直选全
国中奖12967（四川618）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32129（四川
1502）注，单注奖金173元。33075502.75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1088 期 全 国 销 售
14713348元。开奖号码：30428。一等
奖 106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43531954.2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21039期全国销售
24194260 元 。 开 奖 号 码 ：
33301303300331，一等奖全国中奖766（四川
38）注，二等奖全国中奖12992（四川647）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21039期全国销售
18837758元。开奖号码：33301303300331，
全国中奖40396（四川2394）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039期全
国 销 售 137290 元 。 开 奖 号 码 ：
333300003333，全国中奖53（四川1）注。

足球4场进球第21039期全国销售
1035282元。开奖号码：21312302，全国
中奖16（四川0）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6月7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车内可实现照明自动调节。
▼座椅功能调节按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