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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一”小长假铁路运输
从4月28日开始至5月1日结束，
成都局集团公司4天时间日均将
发送旅客约108万人次，其中四川、
重庆、贵州、陕西、云南省际间的中
短途客流，成都、重庆、贵阳、乐山、
广元、西昌、万州、凯里、六盘水等
城际间的短途客流日均约89.5万
人次，短途旅客较去年同期增加约
14%。

“五一”小长假相较于清明小
长假更适合举家出游，四川省境内

的峨眉山、青城山、剑门关、大熊猫
繁育基地，重庆市境内长江三峡、
仙女山、茶山竹海，贵州省境内的
千户苗寨、百里杜鹃、万峰林等景
区均是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西成
高铁、成渝高铁、沪昆高铁、渝贵
铁路、兰渝铁路、贵广铁路将地区
内各景区串联成网，市民乘坐高
铁即可抵达景区最近的车站，动
车组轻松、省心的旅途对市民在当
地报团旅游、落地租车自驾都十分
方便。

早报讯 一周过半，太阳
又要休假了。一股冷空气已
经在北方“造势”了，昨晚开
始，成都有雨水光临。不过，
春天已站稳了脚跟，这一次，
盆地可不那么容易一夜穿上
秋裤咯。

受高压暖脊控制，全国
多地一片暖洋洋，尤其是北
方，多地气温还迎来今年新
高。4月 18日，短袖已经“攻
占”了成都街头。在连续 4
天太阳“烘烤”下，成都最高
气温攀升到 28.4℃。不过，
升温的“暂停键”已按下。昨
天开始，冷空气又来了。据
中央气象台预计，18日和 19
日西北一带率先出现降温，
20日至21日降温范围将大幅
扩展。

昨天晚上开始，盆地云
层逐渐堆积，雨水又要来
了。四川省专业气象台预
报，19日白天，达州、广安2市
多云，盆地其余各市多云转
阴天有小雨，其中绵阳、雅

安、乐山、内江4市的局部地
方有中雨。

雨水将在盆地逗留。19
日晚上到20日白天，广元、巴
中、达州、南充、绵阳、遂宁、
广安、雅安8市阴天有小到中
雨，其中巴中、达州2市的部
分地方有大雨，个别地方有
暴雨，盆地其余地方小雨转
阴天间多云；20日晚上到21
日白天，盆地大部阴天间多
云，其中达州、广安、泸州、雅
安、乐山、眉山6市，内江、自
贡、成都、德阳、绵阳 5 市西
部，广元、巴中2市北部及宜
宾南部有分散性小雨。

雨水再次来袭，不过，经
过反复多次的“打击”，气温
已打牢了基础，这一次，它可
没那么容易被打倒。19日，
盆 地 最 高 气 温 仍 在
27-30℃。从中国天气网发
布的穿衣指数预报来看，未
来三天，盆地基本维持在“较
舒适”到“热”之间。

（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眼科塔尖专家齐聚成都，即日起预约会诊
■ 天府早报记者 宋永坤

第五届西部地区
眼底病与眼表病学术
研讨会暨 2018 爱迪
眼科高峰论坛将于 5
月11日-13日在蓉举
行。届时，包括北京
同仁医院、复旦大学
附属眼耳鼻喉科医
院、川大华西医院、四
川省人民医院在内的
超过 500名眼科医生
参会。

如何让连续举办
了五年的学术盛会切
实惠民利民？据了
解，主办方在本次学
术会举办之际，力邀
国内塔尖眼科专家为
预约挂号患者会诊，
即日起，同仁、复旦、
华西专家预约会诊快
速通道面开通，市民
可提前预约。

据介绍，2017年第四届西部
地区眼底病与眼表病学术研讨会
召开之际，中国微循环学会眼微
循环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
协和医院原眼科主任董方田教
授，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
院眼科终身教授、原卫生部近视
眼重点实验室主任褚仁远教授，
在爱迪眼科会诊，不少疑难眼底
病及屈光疾病患者慕名而来，让
川内眼疾患者足不出川，尽享国

内塔尖专家问诊。当时，20个专
家会诊号不到10分钟就挂完了，
很多没有挂到号的患者就站在诊
室里看着专家诊断、讲解。

借助第四届西部地区眼底病
与眼表病学术研讨会的学术影响
力，爱迪眼科还邀请到国内多位
塔尖眼科专家，与爱迪眼科各科
室专家展开联合会诊，为患者制
订治疗方案，惠及川内广大患者，
受到一致好评。

■眼底病
胡玉章：爱迪眼科院长、原华

西医院眼科教授、爱迪眼科视网
膜玻璃体手术专家。

张军军：爱迪眼科业务院长、
华西医院眼科教授、博士研究生导
师、原中华眼科学会眼底病学组副
组长、"中国名医百强榜"上榜名医。

■白内障
刘谊：爱迪眼科集团白内障首

席专家、华西医院眼科教授、硕士
研究生导师、原中华眼科学会白
内障学组委员、"中国名医百强榜"
上榜名医。

吴峥峥：教授、硕士生导师、四
川省眼科质量控制中心主任、四
川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

连浩：白内障、青光眼手术主
刀专家、四川省眼科医师协会常
务委员、亚洲区白内障援外手术
专家。

■眼视光
褚仁远：博士生导师、原卫生

部近视眼重点实验室主任、复旦
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终
身教授。

兰长骏：教授、川北医学院
附属医院眼科主任、中华医学
会 眼 科 学 分 会 白 内 障 学 组 委
员、四川省医学会眼科专委会
副主任委员。

■眼表病
潘志强：博士生导师、北京同

仁医院眼科角膜病专科/眼库主
任、中华医学会眼科学会角膜病
学组副组长。

姚晓明：爱迪眼科集团角膜移
植手术首席专家、教授、硕士研究
生导师、角膜移植手术专家。

康 黔：角膜与眼表病专科主
任、爱迪国际联合眼库主任、四川
省眼科专委会委员。

本届研讨会将围绕“打造西部
疑难眼底病诊疗中心”主题展开，
专家均在参会期间分享临床特殊
病案并进行课题演讲。同时，爱迪
眼科诚邀以上专家在学术会期间

为预约挂号患者进行会诊，让川内
眼疾患者，足不出川，尽享专家医
疗服务。即日起，同仁、复旦、华西
名医预约会诊快速通道已全面开
放，市民可提前预约。

去年研讨会，20个专家号10分钟抢光

塔尖专家阵容揭晓，问诊会诊学术惠民

预约通道全面开放，市民可提前预约

今年初，伴随“华西眼底病研究院”的正式投用，爱迪眼科川内眼底
病诊疗的领先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此次，参加西部地区眼底病与眼
表病学术研讨会的专家阵容强大，汇聚了眼科业内各科塔尖专家。

成铁发布“五一”列车开行方案

成绵乐、成渝加开 8 对动车
■天府早报记者 王小瑾

4月18日，记者从中
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
公司了解到，今年“五一”
小长假成都局集团公司
预计将发送旅客约432
万人次，其中西南地区
城际、省际间短途出行
的旅客占总人数83%。
成都铁路将加开多趟假
期列车，满足旅客出行
需求。

小长假将至，成都局集
团公司提醒有出行计划的旅
客尽早规划行程预订车票，
出行当天务必携带本人有效
证件到站乘车。铁路部门假
日期间还将通过微博、微信
等平台发布列车调整、余票
席位等动态信息，旅客可通
过关注微信公众号“铁有用”
或新浪微博@西南铁路获取
相关资讯。

成都局集团公司加大了假期
动车组、普速客车的上线密度，将
首批加开成都至广元 K9360/59
次、成都至绵阳 K9458/7 次、成都
至营山 K9556/5 次、重庆北至阆
中 Z9321/2 次 、重 庆 北 至 涪 陵
K9477/6 次、贵阳至昭通 K9423/4
次、贵阳至六盘水 K9427/8 次等
普速旅客列车 7 对，其中重庆
北 至 阆 中 Z9321/2 次 是 成 都 局
集团公司首次在短途管内车次
中使用“直达特快列车”车次，全
程运速最高可达160km/h，全程运
时仅需2.5小时。

动车组方面，成都局集团公
司还将安排加开或重联成都、重
庆至北京、上海、西安、宁波、厦
门、汉口，贵阳至广州、武汉等方
向的长途动车组，并根据管内客
流动态加开或重联成渝高铁、成
绵乐客专、西成高铁、渝贵铁路、
沪昆高铁等热门线路的动车组。
根据安排，成都局集团公司 4 月
28 日至 5 月 1 日将计划加开动车
10对，其中成绵乐动车5对，渝万
动车 1 对，成渝动车 3 对，成都东
至安顺西动车 1 对，方便旅客假
期出行。

加开或重联热门线路动车组

短途客流日均89.5万人次
雨水再次来接班 这次气温“稳得起”

提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