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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8月
18日，四川高温纪录再次被刷新：截
至当日 16时，宜宾兴文最高气温达
到 43.8℃、达州渠县达到 43.6℃，均

打破当地观测史纪录，此前四川省国
家级气象站43.5℃的最高气温纪录也
被打破。

高温还将持续。18日15时，四川
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
计19日至23日，盆地大部最高气温可
达 35℃至 39℃，其中达州、广安、巴
中、南充、遂宁、资阳、内江、自贡、泸
州、宜宾10市的部分地方和绵阳、德
阳、成都、眉山、乐山5市的东部可达

40℃或以上。
这已是四川省气象台高温橙色

预警的三连发了。记者了解到，四川
省气象台发布高温橙色预警的标准
是过去48小时四川9个及以上市、州
大部地区持续出现最高气温达38℃
及以上，其中有3个及以上市、州成
片达 40℃及以上高温天气，且预计
未来48小时上述地区高温天气仍将
持续出现。

四川历史最高气温纪录刷新
省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

宜宾兴文
最高气温达到43.8℃

达州渠县
最高气温达到43.6℃

8月18日，记者从国网四川省电力
公司获悉，当日13时许，由国网甘肃省
电力公司支援四川的第一台中压发电
车已抵达成都市新都区，于13时50分
通过柔性电缆接入10千伏桂油二线新
都花园环网柜并入新都片区主网运行。

据悉，按照国家电网统一部署，共
有来自北京、山西、山东、江苏、浙江、
安徽、福建、河南、湖南、江西、辽宁、青
海、甘肃13个省（市）电力公司的50台
中压发电车抵达成都，将根据前期确
定的接入点位直接接入成都中心城
区、天府新区及周边重载区域，保障片
区供电，后续根据各市州供需形势，保
障居民应急用电。

记者了解到，50台中压发电车共
计能提供55400千瓦用电容量，按照
普通空调1.5匹，制冷功率1.18千瓦计

算，可供近47000台空调同时运转。
发电车抵川前，国网四川电力已

提前组织召开部署会对50台中压发
电车的具体接入点位进行确认，要求
国网成都、天府新区供电公司全面梳
理电网设备和线路运行状态，确定中
压发电车具体接入点位和实施流程，

确保中压发电机组及时、精准、可靠发
挥作用。同时，国网四川电力要求做
好支援人员的疫情防控、防暑降温，支
援车辆的全面消杀等各项工作。

据了解，中压发电车是一种集柴
油发电机组和10千伏高压盘柜、柔性
电缆为一体的车载式可移动分布式电
源，能通过环网柜或架空线路接入配
电网，在用电高峰期发挥临时电源保
障作用，保证电力不间断供应。

自7月9日，国网四川电力首台中
压发电机组在成都市双流区黄水片区
投入运行后，截至8月15日，国网成
都、天府新区供电公司为迎战本轮高
温负荷已投入60台中压发电机组，有
力支撑片区可靠供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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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7时）
AQI指数 99 空气质量 良

18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00—13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大部、川东北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高原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19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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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8月18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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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列 3 第 22220 期 全 国 销 售
38146634元。开奖号码：380。直选全国
中奖16197（四川1282）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6全国中奖118311（四川4376）
注，单注奖金173元。41525818.39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2220 期 全 国 销 售
15921202元。开奖号码：38086。一等奖
37注，单注奖金10万元。368252801.96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2091期全
国 销 售 282834 元 。 开 奖 号 码 ：
331133110300，全国中奖8（四川0）注。

足球4场进球第22091期全国销售
735166元。开奖号码：22100032，全国中
奖1（四川0）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0月17
日，逾期作弃奖处理。

国家电网部署13省（市）50台中压发电车驰援四川

可供近4.7万台空调同时运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闫雯雯吴德玉 张铮 刘皓洋

成都有一条成华大道很有名气。
如今，这条大道将迎来它的地标建筑
——成都自然博物馆(成都理工大学博
物馆)。作为省市重点工程、省内第一
座城市与高校共建的博物馆、成都首
座不规则形态公共建筑，成都自然博
物馆里究竟藏有哪些“奥秘”？跟随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一起探馆，提
前感受这座新文化地标的魅力。

“如今已进入布展冲刺阶段，已
开启开馆倒计时。”成都理工大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成都自然博物馆校
筹建组常务副组长欧阳辉介绍，博物
馆就建在校园旁，未设围墙，完全向
市民开放。

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
融合蜀山蜀道蜀水等四川元素

记者了解到，该博物馆的建筑设
计和环境设计融合了蜀山、蜀道、蜀水
等四川本土元素，由中国建筑西南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与美国PCPA事务
所合作完成。

主馆建筑由六个山峰岩石造型的
单体组成，以此致敬蜀山；六个单体之
间通过人行栈道和天桥长廊连接，蜿
蜒盘旋极具蜀道意境；在室外环境中
穿插的弯曲水流与倒影水池，尽显成
都千年的蜀水文化。

该博物馆地下一层、地上四层，总
建筑面积50520平方米，其中展区面

积共17005平方米，围绕“认识地球家
园，探索自然奥秘”主题，设有“地质环
境”“矿产资源”“龙行川渝”“恐龙揭
秘”“生命探源”“缤纷生命”等6个常设
展厅和2个临时展厅，以及学术报告
厅、4D影院、环幕影院、研学中心等配
套展教设施。

“这所规模宏大的博物馆从2017
年11月公开征集设计方案起，到如今
即将开馆，建设耗时4年多。”据该博物
馆负责人介绍，成都自然博物馆建成
后，将形成一座新的城市文化地标，同
时也将更好助力成都理工大学一流学
科建设。

馆藏“合川马门溪龙”
亚洲完整恐龙化石中的最大者

走进博物馆，记者看到，该博物馆
藏品丰富，目前拥有矿物、岩石、矿产、
宝玉石、古生物以及动植物标本等6万

余件，其中世界级、国宝级的精品、珍
品较多，如馆藏30多具珍贵的恐龙骨
架标本，在数量和种类上均居中国各
大学自然博物馆之首。

在位于二楼的“龙行川渝”展厅，
陈列着被誉为镇馆之宝的“合川马门
溪龙”化石，该具恐龙骨架发现于1957
年，复原全长 24 米，真化石含量达
80%以上，是迄今为止亚洲完整恐龙
化石中的最大者，由“中国恐龙研究之
父”杨钟健先生亲自研究定名，著名作
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郭沫若先生亲
笔题名 。

值得一提的是，该博物馆还对四
川地形地貌有着详细的展示，四川盆
地和成都平原的形成、四川丰富的地
学旅游资源、四川易发的地质灾害类
型 …… 立体模型、彩色图解、沙盘，以
及多媒体展项等，为市民提供了认识
了解脚下这片土地的最佳去处。

工作人员操作中压发电车。

馆藏30多具珍贵恐龙骨架标本

成都自然博物馆即将亮相

被誉为镇馆之宝的“合川马门溪龙”化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