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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至4日点位：
● 一大队（成渝高速）

成都往重庆方向石桥服务
区内

● 二大队（成南高速）
通过天桥至南充至成都方
淮口服务区内

● 三大队（成雅高速）
新津南收费站

● 四大队（成绵高速）
八角服务区东区

● 五大队（成自泸高
速）仁寿服务区

10月5日至8日点位：
● 一大队（成渝高速）

重庆往成都方向龙泉收费
站口

● 二 大 队（成 南 高
速）南充至成都方淮口服
务区内

● 三大队（成雅高速）
新津南收费站

● 四大队（成绵高速）
八角服务区西区

● 五大队（成自泸高
速）永兴服务区

成都周边高速事故
快处点位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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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来，大胆创新、“敢于
尝鲜”一直是融入中信银行血液
中的基因。

从三十年前的率先开展金融
交易业务，赴美发行的公募债券
开始，到今天将区块链应用于国
内信用证结算，成立独立法人的
直销银行。三十年来，中信银行
紧跟时代步伐，把握政策方向，走
在同业前列。

据悉，中信银行近期更是将
产品创新组织升格为由董事长李
庆萍、行长孙德顺领衔的创新委
员会，全面推动管理、体制、产品、
技术等创新。在总行成立了金融
IT产品创新实验室，重点提高科
技创新能力。

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大数据、云
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创新技
术冲击着银行传统经营模式。为
此,中信银行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发
展，为提前布局“互联网+”和经济
新常态下信息技术和应用发展方

向，制定了“十三五”信息科技规
划，基于中信银行的发展愿景，顺
应金融服务移动化、智能化和便
捷化的趋势，提出了进一步完善
IT 治理、强化 IT 基础管理，深耕
金融科技，加快向“互联网”架构
转型的科技兴行战略。

同时，中信银行还牢牢抓住
了大数据、移动支付等技术发展
机遇，通过总对总合作，拓展优质
零售客户批量获取渠道，打造创
新、高效的零售客户获取及营销
模式。

在今年7月，中信银行首个区
块链项目——基于区块链的国内
信用证信息传输系统（一期）成功
上线，这是中信银行第一次将区
块链技术应用于信用证结算领
域。将现在流行的区块链技术应
用在国内信用证中，改变了银行
传统信用证业务模式，大幅提高
了信用证业务处理效率,同时利用
区块链的防篡改特性提高了信用
证业务的安全性。 （沈婷婷）

阿坝州境内—九寨沟景区：
国庆期间不接待游客

（一）九寨沟：由于受到“8.8”地
震影响，九寨沟县境内省道301线
上四寨至弓杠岭路段不同程度受
损，故禁止车辆通行，九寨沟景区
今年国庆期间不接待游客。

（二）茂县：国道213线 769.6
公里（小地名：茂县石大关乡旧关
龙）由于前期发生山体高位滑坡
影响，造成道路中断，目前，该路
段正在进行施工抢修，对途径国
道213线茂县旧关龙路段的车辆
进行交通管制。

茂县交警大队早上7点至

下午6时，按照辖区车流量单边放
行，禁止三轴（含三轴）货车通
行。夜间（晚18时至早7时）禁止
一切车辆通行。

（三）汶川：节日期间经省道
303线通往卧龙、小金四姑娘山等
州内旅游景区过境车辆将会增
多，在耿达辖区黄草坪熊猫苑与
主干路十字路口（省道303线22.6
公里）路边停放的自驾车旅游车
辆将增多，容易妨碍通行，极易引
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

凉山州境内：
道路弯急坡陡

西昌市：1、国庆节期间，高速

路西昌出口至三丫口（宁远大道）
将较为拥堵，成都方向开往西昌
的车辆可以从西宁站出口下高速
经机场路到西昌；攀枝花方向开
往西昌的车辆可以从西木站下高
速。2、西昌市城区道路由于外地
车辆较多，城区部分路段可能会
出现小范围短时段拥堵现象，请
各位驾驶人严格按标志标线、交
通信号灯和交警指挥行驶，严格
遵守道路交通法规。3、西昌市海
滨中路四公路半至泸山山门路
段，国庆节期间预计会出现车辆
排队缓行的现象，前往螺髻山旅
游景区的车辆，可以从马道镇经
经久乡、安哈镇前往螺髻山。

早报讯（记者 赵霞）成都市军民
融合产业生态推介会昨日在世纪城
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羊区在大会
上做了军民融合产业生态推介。

近年来青羊区通过成立青羊区
军民融合发展联合推进办公室，青
羊区军民融合产业发展联盟和首家
军民融合孵化器，实现了政企共同
推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与产业全面
升级。作为四川省十大军民融合产
业基地之一的“四川军民融合航空
整机产业基地”和成都市航空产业
核区，目前全区军民融合产业实现
收入235亿，占全市比重29.4%。聚
集军民融合企业80余家。

下一步青羊区将以航空制造、
新一代电子信息等军民融合领域为
重点发展方向，主动担当全市军民
融合产业发展的“排头兵”。

早报讯（记者万梦瑶 实习
生赵文敏）9月26日，锦江区召
开社区发展治理工作推进会，出
台聚力“一个目标”、实施“七大
工程”的25条发展意见。

锦江区将有序推进“社区
服务品质提升工程”“社区治

理体系优化工程”“社区文化振
兴工程”“社区人才队伍建设
工程”“和谐平安社区创建工
程”等七大工程。计划三年内
推进262个老旧院落改造，打造
29个历史文化街区，完成308
条背街小巷集中整治工作。

早报讯（记者 李玥林）9
月26日，“缤纷魔方”人工智能
超市在位于郫都区的菁蓉镇正
式发布。现场同步启动招商，
不少投资机构、加盟商和创业
者代表现场进行咨询与体验，
有部分投资者和代理商当场签
约，非常看好人工智能超市的

未来。
缤纷魔方”无人超市是一

款使用清洁能源、24小时无人
值守、全智能、可规模化复制的
线下体验店，突出绿色、节能、
智能、舒适的特点，运用多项新
技术，力求带给消费者带来更
优质高效的线下购物体验。

10月1日全国高速拥堵缓行里程相当于平时的4倍

早上8点开始进入出城拥堵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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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

力主创新玩转区块链
中信银行三十年从未落伍

九寨沟景区国庆期间不接待游客
■ 天府早报记者 王小瑾

昨日，四川省公安厅交
警总队发布中秋、国庆期间
全省各市州国道、省道及旅
游景区主要道路信息状
况。四川交警提示，节日期
间计划自驾出行的驾驶员，
提前了解当地路况，计划好
出行线路，安全自驾出行。

郫都区：缤纷魔方无人超市启动

锦江区：三年内推进老旧院落改造262个

青羊区：军民融合促发展

全国80多家公安交管部门
近日联合高德地图推出《2017年
国庆节出行安全指南》。指南结
合历年国庆交通大数据与今年交
通拥堵缓行走势，预测了全国高
速节日期间运行趋势。指南显
示，今年国庆大假间全国高速交
通压力将大幅上升，9月30日开
始全国高速拥堵上升明显，10月1
日为拥堵缓行峰值，全国高速拥
堵缓行里程相当于平时的4倍。

出城高峰：
10月1日上午8点开始

十一期间成都市高速拥堵
趋势为：十一假期高速出城拥堵
高峰为 10 月 1 日 8 点至 11 点，且
10月 2日、3日 10点到 11点拥堵
也较为突出。据预测，出城时段
易拥堵缓行高速：G42沪蓉高速、
S2成巴高速、S4成自泸高速、S9
都汶高速、G76 厦蓉高速、G5 京
昆高速、G4201成都绕城高速、成

灌高速。成都交管部门提示，出
行人们及时躲避拥堵路段，错时
错峰出行。

相对出城高峰的集中，返程
高峰则较为分散，预计成都高速
在10月6日18点至19点会出现一
个拥堵小高峰。

安全提示：
注意高速易发事故段

本次《指南》还发布有安全驾
驶提示信息，其中在易发生事故

高速中，广东省、江苏省、河北省、
山东省、四川省五省份易发生事
故路段占比达到35%，G15沈海高
速（广东）排在高速易发生事故路
段首位。《指南》还显示，违章主要
发生在盘桥、高速互通，收费口、
服务区等处，预计10月 1日将会
是违章次数最高的一天，8点-18
点时段的交通违法预计占全天的
78.3%，10点-11点达到峰值，接近
10%。 （天府早报记者 江南）

雨水眷恋四川盆地，川东北部
分地方因连续降雨出现洪涝、塌方，9
月26日，四川省气象台还发布了暴
雨蓝色预警，而这一切，只是预热而
已。26日，记者从省气象台获悉，
这次的降雨，将持续到10月5日，假
期碰上雨水，有些添堵，而10月4日
的中秋赏月，或也将因此泡汤。

从26日起，四川一带的雨水
又起。26日，四川省气象台已发布
暴雨蓝色预警，26日20时至27日
20时，达州、广安、巴中、南充等地

将出现大到暴雨。而盆地其他地
方也多是阴天。

中央气象台也预计，26日 08
时至27日08时，四川东北部、川西
高原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
其中四川东北部的局部有暴雨或
大暴雨(50～120毫米)。27日08时
至28日08时，四川盆地东部降水
明显增强，有中雨或大雨，局地有
暴雨(50～85毫米)。

27日 19时左右，天空将上演
“土星合月”，届时，土星将会在月亮

右下方不远处，发出金黄色的光
芒。肉眼看去，二者交相辉映，仿若
共舞。不过，四川人多半没眼福了。

四川人错过的，恐怕还不止
“土星合月”。这次的雨水，不仅有
爆发力，还有耐力。据四川省气象
台预计，27日晚上到28日白天，巴
中、达州、广安、宜宾、泸州5市及
雅安、乐山2市南部小雨转阴天，
盆地其余各市多云间阴；28日晚上
到29日白天，盆地大部阴天，有阵
雨或小雨，其中广元、巴中、达州、

南充4市的部分地方有中雨。
这还没完。国庆中秋长假在

即，雨水可不像我们盼着放假。9
月30日到10月5日盆地东北部有
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或以上的降水
天气。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雨日较
多，局部地方累积降雨量较大，需注
意防范降水带来的次生地质灾害。

很不幸，10月 4日的中秋节，
也在雨水的包裹中，赏月计划可能
要泡汤了。

华西都市报记者 吴冰清

雨水可能持续到10 月5日 赏月或泡汤
27日19时左右天空将上演“土星合月”，四川人多也半没眼福了

今年最后一个长假
——国庆大假就要来
了，一共8天想想就开
心。但是，伴随大假来
的也许是雨水，一下子
会把我们打醒，让高兴
的心和雨一样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