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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讯（记者 李玥林）天彭
牡丹是彭州和成都旅游的独有品
牌，以“野趣之美”和“花大盈尺”
的富贵之姿取胜。记者获悉，第
三十四届牡丹文化旅游节将于3
月26日至5月10日在彭州丹景山
举行。

本届牡丹文化旅游节依托彭
州丹景山景区的自然资源条件，

挖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创意
花节文化，助推花节经济，振兴乡
村经济。通过打造牡丹精品会客
厅、首届中国彭州曲艺嘉年华、书
画名家作品展暨丹景书院讲坛、
感恩祈福活动、系列表演活动、美
食品鉴活动等等，为广大市民和
游客呈现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旅
游盛宴。

早报讯（记者 冯浕 实习生

徐梦琦）3 月 20 日，成都市发布
《成都市关于推进现代供应链创
新应用的实施方案》，明确了从
2018到2022年的发展目标，提出
了“全市供应链链主数量排名进
入全国第一方阵，力争20家以上
进入全国供应链领先企业行列”
目标任务和部分量化指标。方案
提出了工业、商贸流通、农业、物
流、金融领域和试点示范等6大
类、16大项、50小项重点工作，基
本涵盖了全市可以推广应用供应

链的所有产业门类。
在构建农业供应链交易体系

上，主要是在农民与市民之间搭
建信息发布、交易撮合、物流配送
等平台，重点解决农民“卖菜贱”、
市民“买菜贵”，工业品“难下乡”、
农产品“难进城”等问题；在构建
农业供应链追溯体系上，提升农
产品供应质量，确保食品安全，同
时配合“一带一路”倡议重点推动

“天府粮”“成都味”大规模“走出
去”和国外农产品高质量“引进
来”。

早报讯（记者王亚楠）3月20
日 10时，随着3号线二期工程迎
春桥站-东升站右线最后一组
25m轨排铺设完成，标志着3号线
二期工程全线实现“轨通”，为后
续机电安装及系统工程施工创造
了有利条件，也为3号线二三期工

程按期具备开通试运营条件奠定
坚实基础。

3号线二期工程南起双流西
站，北接一期工程太平园站，线路
全长约17.3km,均为地下线，全线
共设车站11座，停车场1座，预计
年底开通。

成都推进现代供应链创新应用

解决“买菜贵”“卖菜贱”问题

成都地铁3号线二期实现轨通 预计年底开通

牡丹花开彭州 助力乡村振兴

此次糖酒会期间，共享单车
停放点设置在厦门路一侧及福州
路天府公园段两侧。禁止共享单
车进入西博城内及相关管控区
域。除了对核心管控区实行临时

交通组织外，成都交警在糖酒会
期间还将加强火车北站地区、人
民南路片区和天府大道等处糖酒
会非展示场所会前展示行为（简
称“场外展”）区域交通秩序管理。

早报讯（吴正琪 四川日报记
者 王眉灵）3月20日，记者从中
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获悉，为
应对糖酒会和春季踏青客流，将
加开、重联动车组90余趟次。

成都局计划在3月 20日至

25日期间，累计加开、重联动车
组 90 余趟次，增加席位近 6 万
个，进一步补足补强短途动车的
运输能力。其中，3月20日至25
日，将对成都东至峨眉山等方向
的54趟成绵乐城际动车实行重

联；3月22日至25日对成都(东)
至广安南、南充方向的26趟动车
实行重联；3月23日至25日加开
成都东经渝贵铁路、沪昆高铁运
行至安顺西，成都东至峨眉山的
动车组。

糖酒会将于明日开幕，预计37万人次逛展

部分区域临时管制 共享单车禁入管控区
■ 天府早报记者 王小瑾

第98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将于3月22日至24日
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以下简称“西博城”）举行，本届
糖酒会，预计观众总人流量37万人次。3月20日，成都
交警发布权威出行指南以及区域交通管制信息，提醒广
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方式。

出城交通方面，成都交警将
根据区域交通流量情况，在跳伞
塔路口、人南立交、永丰立交、棕
树立交、美丽兰亭路口、三环天
府立交、桂溪立交、高管委路口、
高河坎路口、左岸花都路口实施
临时交通分流措施，保障人民南
路、天府大道、红星路一线至糖
酒会主会场西部博览城道路畅
通。将根据交通流量情况，适时
关闭绕城高速天府收费站匝道，
引导车辆经锦城湖收费站出城。

进城交通方面，成都交警将
根据区域交通流量情况，在高管
委路口、三环桂溪立交、左岸花
都路口实施临时交通分流措施，
保障天府大道、红星路一线进城
道路畅通。将根据交通流量情
况，适时关闭绕城高速天府收费
站匝道，引导车辆经锦城湖收费
站进城。

同步播报 成绵乐等动车组将加开、重联 90余趟次

核心管控区避开早高峰

糖酒会期间，以西博城为
中心，东至梓州大道（不含），西
至天府大道（不含），南至广州
路（不含），北至宁波路（不含）
为核心管理控制区域，实行临
时交通组织和管理措施。机动
车凭糖酒会指定车证通行，禁
止无证车辆通行。该区域内的
单位及个人机动车凭《机动车
行驶证》或相关证件通行。核
心管控区域内蜀州路、福州路

除特种车辆、应急公交、出租车
等指定车辆外禁止所有机动车
和非机动车通行。西博城周边
道路根据现场交通流量将实施
逐级分流措施。

成都交警提醒前往糖酒会
的广大市民，请尽量避开8：00一
9：00交通早高峰时段，选择公交
车、共享单车等公共出行方式。
建议在9：00之后再搭乘地铁错
峰、错时前往。

共享单车禁入管控区

适时关闭绕城高速
天府收费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