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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6号线三期起于观东站（不
含），途经高新区、天府新区、至双流
区，整体呈“L”型走向，止于兰家沟站
（含），全长约 22.08km，全线设站 18
座（含已在建西博城站），均为地下敷
设。三期工程作为6号线一二期工程
的延伸线，串联了天府新区核心地块
并与1、5、18号线以及后期规划线换
乘。该线路不仅是天府新区“骨干
线”，同时还与1、5号线一同加密中心
城区与天府新区的纵向联系。

早报讯（记者 冷宏伟）每次
出国转机时，提取行李、办理登机
牌、托运行李等繁琐手续总让人
感觉太麻烦，如果中转时间太短，
还会有误机的风险。记者从四川
航空获悉，近日川航在广州、杭
州、昆明、太原、南宁、青岛等6城
市开通了经成都“国内转国际”的
通程值机行李直挂服务。加上此
前已开通的乌鲁木齐、西安、北
京、郑州4城市，川航经成都“国内
转国际”通程值机行李直挂服务
的始发航点达到10个。

旅客选乘川航，从以上 10
个城市出发，到达成都后在24
小时（含）以内中转国际航班，
可在始发机场办理好两段登机
牌和行李直挂手续，享受“从蓉
转”的便捷体验，免去中转地办
理值机手续和行李提取的程

序，有效缩短中转衔接时间，还
有机会享受更多中转服务礼
遇。以“北京-成都-墨尔本”为
例：旅客在首都国际机场即可
办理北京-成都和成都-墨尔本
这两段航程的登机牌，同时，在
值机柜台实现 2 件行李的“一
站到底”直挂服务。

除配套中转服务之外，川航
还携手成都双流国际机场，针对
在成都转机的国际航班旅客，提
供贴心中转礼遇抵用券。抵用
券可用于购物、酒店、餐饮、休息
室、熊猫基地景区等一系列免费
服务。

近年来，川航积极打造“熊
猫之路”国际航线网络，不断提
升中转服务保障能力，打造西南
地区链接全国、通达国际的“熊
猫枢纽”。

成都轨道交通6号线三期迎来新进展

首个标段右线全部贯通 左线全力掘进中
■ 天府早报记者 王亚楠

12月 5日上午，成都轨
道交通 6号线三期一标段
（原项目名：11号线一期工
程一标段）“争先号”蓉NO.1
号盾构机从蒲草塘站破土而
出，标志着成都轨道交通6
号线三期首个标段右线实现
顺利贯通。

此次6号线三期一标段右线
的贯通比原计划提前了一个半月
左右。项目方介绍，目前，左线贯
通正在进行中，待左线贯通，整个
标段的整体工期预计会提前2个
月完成。

成都轨道交通6号线三期工程
投融资建设项目位于成都高新区、
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和双流区，全
长22.3km，全线地下敷设，设站18
座。成都市轨道交通6号线三期工
程一标段，共分为3站4区间。

据了解，一标段工程是从龙

灯山站到蒲草塘站，区间施工中，
曾在 65 天便完成了 697.558 米的
掘进任务。同时，该区间为低瓦
斯特大风险源区间，对项目部施
工过程中的安全管控带来了很大
的难度。“自区间施工以来，项目
严格按照瓦斯隧道施工规范要求
有序的组织施工，在保障安全、质
量的前提下，整体统筹规划布局,
有针对性的制定措施，确保节点
目标稳步推进。”

在龙灯山站到蒲草塘站区
间，包含了两道转弯，即进洞的右

转 和 出 洞 前 的 左 转 。 短 短 的
697.558米长度，盾构机在地下掘
出了完美的“S”型，两次转弯半径
均较小，右转半径550m，左转半径
500m。“为了保证现场在连续小半
径掘进过程的管片成型质量，项
目积极总结前期中风化泥岩地层
的掘进参数，并通过对比调整同
步浆液的初凝时间和渣土改良等
措施，保质保量完成了连续小曲
线半径掘进任务。”项目方介绍。
记者了解到，目前，该工程左线盾
构机正在全力掘进中。

川航新开昆明等 6 城市
“国内转国际”通程值机行李直挂服务

关于6号线三期

12月5日下午，记者从交通
运输部获悉，经过 12个昼夜连
续奋战，由武警某部第三支队
和四川路桥集团共同合作架设
的国道318线金沙江大桥钢桥
成功完成桥面板铺装，具备通
车能力。

11月14日凌晨，金沙江白格
堰塞湖洪峰通过国道318线金
沙江大桥时，造成该桥损毁严
重，同时大桥四川岸连接线23
公里也几乎全毁，导致连接川藏
两省区的国道 318 线交通中
断。灾情发生后，抢通工作迅速
展开。经过8天8夜的努力，提

前抢通了国道318线巴塘县城
至竹巴龙段23公里受损公路。
又经过连续7昼夜奋战，11月30
日，实现全桥钢梁合龙。合龙
后，抢险队伍通力合作、持续作
战，于12月5日顺利完成桥面铺
装等工作。

据悉，下一步，交通部门将
及时完成钢桥荷载和安全质量
检查，结合大桥连接线近期道路
实际情况，力争于12月6日开放
小车试运行，随后根据大桥试运
行情况及连接线恢复情况，适时
开放货车通行。

（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318 国道金沙江大桥成功抢通
预计 6 日开放小车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