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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天府绿道建设加
速，绿道健身已逐步成为
市民健身的新时尚。如何
更 科 学 地 健 身 ，非 常 重
要。12月5日，“运动成都、
绿道健身”科学健身智慧
绿道示范段启动仪式在龙
泉驿区洛带湿地公园绿道
举行，500余名市民体验了
一次科技含量十足的健身
活动。

据成都市国民体质监
测中心专家介绍，“智慧绿
道”融合了国民体质监测、

科学健身指导、医体结合、
慢行交通、休闲游览等多方
面元素。线下设置健康步
道区、健康知识普及区等多
个功能区;线上移动端配套

“智慧绿道健身”平台(“成
都绿道健身”手机APP)，包
含体质健康绿道约、科学运
动指导、体医融合三个特色
服务区。市民可通过线下
体质测试及线上的文字说
明、图片和视频获得科学健
身知识、免费体质测评及科
学健身指导方案。

成都市国民体质监测
中心主任崔志杰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为响应成都市
委、市政府有关天府绿道
体系建设和关注民生、服
务民生等重大工作部署，
结合成都市体育局打造全
方位覆盖大众生活的绿道
健身格局，逐步形成多元、
充满活力，没有围墙、没有
门槛的市民运动场的思
路，在市体育局的指导下，
成都市国民体质监测中心
和龙泉驿区卫生和计划生

育局、龙泉驿区疾控中心
联合打造了这条“智慧绿
道”的示范段。希望通过

“运动成都 绿道健身”科学
健身智慧绿道线上应用，
创建“全民健身”教育平
台，提倡健身前的体质测
定，宣传科学健身方式，为
绿道活动提供支撑，营造
良好的全民健身氛围，为
提升体育公共服务水平助
力。“明年，将根据实际情
况，扩大‘智慧绿道’的覆
盖范围。” （据成都晚报）

成都首条“智慧绿道”启用线上线下帮你科学健身

上班族看过来！
天府新区违章处理延时至20点

白天要上班，不能处理交通违章怎么破？
12月5日，记者从成都交警七分局获悉，即日起
交警七分局在新增五处电子监控交通违法处理
点位的基础上，优化窗口资源，利用非工作时
段，推出工作日外的延时服务便民新举措。

具体工作时间由周一至周五上午9时延时
至晚上20时，周六、周日工作时间为上午9时至
下午17时。

具体地址如下：
一大队：天府新区华阳街道正北街132号
二大队：天府新区新兴街道文化站旁
三大队：天府新区合江街道南天寺村 8 组

200号
四大队：天府新区籍田街道上北街355号
五大队：天府新区正兴街道顺圣路169号
车管大队：府新区华阳街道正东中街88号

（七分局交通违法处理大厅）
（据封面新闻）

支付预购资金 系统自动帮你抢票
2019年春运期间，12306平台将上线“候补购票”功能，缓解火车票抢票难

还有两个月，春节就
要到了，能否抢到回家的
火车票成为很多人的心头
病。如今有了好消息！据
媒体报道，中国铁路客票
发售和预订系统研发的技
术带头人单杏花透露，她
和团队研发的“候补购票”
功能将于2019年春运期间
上线，届时抢票情况将会
再次得到缓解。

支付预购资金
软件将自动购票

单杏花解释称，2019
年春运期间，旅客如果遇
到 车 票 售 完 的 情 况 ，在
12306 平台登记购票信息
支付预购票资金后，如有
退票、余票，12306 系统将
自动为其购票，无论是购
票速度还是成功率都将领
先于抢票软件。

届时，“候补购票”功能
的出现，势必对目前市场上
的抢票软件造成很大打击。

晚上23时后
不能购票限制或取消

对于外界一直质疑的
12306 系统在 23 时以后不
能购票的问题，单杏花解释
称，面对巨大的购票量和各
种软件新的抢票方式甚至
恶意攻击，服务器每天的压
力巨大。因此，23时后要优
化、升级系统，并连夜把白
天产生的数据转移到其他

服务器，所以在这一过程
中，售票无法进行。

但铁路部门也正在考
虑通过技术手段，取消 23
时以后不能购票的限制。

慎用抢票软件
谨防上当受骗

近几年，有不少第三
方软件推出的抢票工具很
火，一些 APP 开通了“预

约”功能，即用户预约近两
天发售的车票，提前付款，
系统会自动刷票下单。“加
速套餐”、“极速抢票”等虽
说有时候比较管用，但仍
有用户表示使用了多款抢
票工具，多交了很多钱，最
终仍是没有抢到票。据媒
体初步统计，2018 年春运
期间至少有58家平台推出
了抢票软件，并推出了有
偿抢票服务。

12306官方一直在通
过官网、官方客服热线等
途径提醒乘客：不要通过
第三方代购网站和第三方
手机客户端购票，以免因
代购方冒用他人信息导致
无法在网上办理退票、改
签，影响出行。

铁路部门同时还提醒
乘客：不要将个人信息提
供给第三方网站和手机客
户端，以免个人信息泄露
带来风险。
（据“央视新闻”官方微信）

玛雅文物首次亮相成都
214件艺术品呈现超自然世界全貌

一提起“玛雅文化”，你会想到“世界末日”
的预言，还是精密的天文历法？这个冬天，成都
人可以在家门口一睹原汁原味的玛雅文化了。

玛雅，世界上罕见的发源于热带雨林的重
要文明，发展至巅峰却又突然销声匿迹，留下了
预言“世界末日”的历法、高超的数学成就、神秘
莫测的金字塔、体系繁杂的文字……发达的文
明成果与诡秘的仪式传统，引发人们无尽的遐
想。

12月4日，记者从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获
悉，《玛雅的世界：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藏古代
玛雅艺术品》将于12月18日开幕，来自美国西
部最大的艺术博物馆的214件（套）古代玛雅艺
术精品，将呈现出古代玛雅人的宇宙观念、宗教
信仰、王权、艺术、社会与生活全貌，其中大部分
展品首次在中国展出。

古代玛雅人将宇宙、太阳、风雨、闪电以及
生长于大地上的万物等“超自然的力量”描绘成
有形的物体，比如幻化成人形、动物形或神灵，
继而组建成他们眼中万物有灵、众神充溢的世
界。在这个世界中，人与神、神与动物、现世和
死亡、观念和想象，都被玛雅人重新建立联系并
雕刻在石像上、绘制在壁画中，融汇于仪式里。

值得期待的是，在此次金沙《玛雅的世界》
展览中，大部分文物都是首次在中国展出，并且
构建出一个“玛雅人的世界”。观众可以伴随展
品和展览线索，看到玛雅人的独特想象力和宇
宙观，认识他们眼中“自然的力量”，或许这些展
品将启发观众找到打开玛雅谜团的钥匙。

（据封面新闻）

12月10日
成都将开通首条直飞北欧航线

12月10日，四川航空将正式开通首条成都
往返哥本哈根直飞航线。

目前，我国与哥本哈根通航直飞的城市只
有北京、上海、香港三个城市，成都直飞哥本哈
根航线开通，将打破成都没有直飞北欧航线的
历史。该航线由空客A330执飞，每周一、周五
共计两班。去程用时10小时55分，回程9小时
50分。

今年以来，成都已先后开通成都直飞伦
敦、圣彼得堡、万象等国际客运航线，以及成都
直飞法兰克福等国际货运航线。目前，成都已
开通的国际地区航线数量为109条。从目前各
航司国际航线开航计划看，到今年年底，成都
的国际及地区航线数量将突破110条。

（据封面新闻）

连日来，关于成（都）
雅（安）铁路即将开通的消
息甚嚣尘上，作为连接成
都西部多个区县、且作为
雅安市第一条铁路，成雅
铁路的开通，一直备受社
会关注。

12月6日，封面新闻记
者了解到，中国铁路总公司
今日公布了新一轮铁路运
行图调整计划，从1月5日
起，全国铁路执行新运行图。

记者注意到，在新一
轮调图中，铁总公布了成
雅铁路的运行计划，日均
开行动车组 10 对，周末加
开动车组 3 对。据中国铁
路总公司消息，成雅铁路
将在 2018 年内正式开通，
也就是本月内，正式开通。

今年 11 月 12 日，成雅
铁路成都至蒲江段正式进
入运行试验阶段，距离正

式开通更近了一部。这是
继成灌快铁之后，成都市
第二条市域快速铁路，按
照设计时速200公里，开通
后从成都西站至蒲江，最
快只需半个小时。同时，
成蒲铁路也是成雅铁路的
组成部分，铁路一路延伸
到雅安，远期延伸到康定，
一路通向西藏，也就是大
家俗称的“川藏铁路”。

成雅铁路始发站为成
都西站，沿线新建有温江、
羊马、崇州、大邑、邛崃、西
来、蒲江、朝阳湖、雅安等
车站。

根据设计方案，成都
西站由 7 个站台面 8 条站
线组成，整个站房面积约
5999 平方米。正式投用
后，成都将形成以火车东
站和北站为主、火车西站
和南站为辅的格局。

成雅铁路的开通，将
填补川西地区的铁路网空
白区域，这条铁路对改善
区域交通环境，激活沿线
丰富的旅游资源，推进城
乡统筹协调发展、加强客
货运输交流都能起到积极
的作用。其次，邛崃、温
江、崇州、大邑、蒲江、名
山、雅安等多个县市结束
了不通火车的历史，更打
通了与省会城市连接的

“一小时”交通圈。最后，
市民通过这条铁路不仅出
行更加快捷、方便，串联丰
富旅游资源的成雅铁路，
也将把川西独有的美食、
美景展现在市民眼前。

12月6日，中国铁路总
公司公布了新一轮铁路运
行图调整计划，新运行图
将从 1 月 5 日开始实施。
记者注意到，在新一轮调

整中，铁总公布了成雅铁
路的运行计划。其中，成
雅铁路雅安—成都西为上
行方向，成都西—雅安为
下行方向。成都西—雅安
间利用动车组开行确认列
车，由中国铁路成都局集
团公司担当。运行计划显
示，成雅铁路开通后，日常
开行动车组列车 10 对，其
中成都西—朝阳湖5对、成
都西—雅安 5 对。考虑到
周末客流增长，成雅铁路
周末加开动车组列车3对，
其中成都西—朝阳湖2对、
成都西至雅安1对。另外，
安排成都西至朝阳湖动车
组列车高峰期2对。

据了解，随着 2019 年
春运到来，成雅铁路运行
图或有进一步调整，运行
班次或有变化。

（据封面新闻）

成雅铁路本月开通 1月5日起日均开行10对动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