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气象监测，8 月四川平
均高温日数 4.7 天，偏多 4.8
天，位列历史同期第六位。全
省共有112站出现了最高气温
35℃以上的高温天气，有 28
站高温日数在 15 天以上。其
中，宣汉高温日数达20天，为
全省最多。

监测还显示，8月份，叙永、
渠县、广安、古蔺、达县、合江、
平昌、武胜、宜宾县、西充、蓬
安、邻水、珙县、宣汉、内江东兴
15个气象站最高气温均超过了
39℃（含39℃）。凭借8月26日
高达40.3℃的温度，叙永在全省

拔得8月最高气温头筹。
另外，根据监测，8月中下

旬，西充、蓬安、平昌、宣汉分别
出现17天、17天、17天、18天的
持续高温时段。

不过，气象专家同时也指
出，8月盆地农区农业气候条件
总体是利大于弊，盆地伏旱范
围较大，但强度较常年偏轻。

气象专家提醒，进入9月，
应重点关注降雨对大春作物收
晒的影响，做好田间管理工
作。同时，汛期尚未结束，仍需
加强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巡查
和临灾预警工作。

编辑：冯浕 美编：梁燕
2019年9月4日 星期三03 民生·服务

这个周末，夏天可能还要“回个头”
8月全省平均气温24.4℃，我省大部地区本月将继续在偏高的气温中度过

■天府早报记者 朱佳慧

气象监测显示，刚刚过去的8月，四川呈现高温天气
范围广、盆地东北部高温强度较大的特点。数据显示，8
月全省平均气温24.4℃，较常年同期偏高1.3℃，位居历
史同期第十二位。气象专家预计，9月，我省大部地区将
继续在偏高的气温中度过。

●3日晚上到4日白天：
阴天有小雨，西部和中部局部
地方中雨，气温20-27℃
●4日晚上到5日白天：
阴天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

气温21-29℃

●5日晚上到6日白天：

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阵雨，气

温21-31℃

据成都市气象台，今天
白天最高气温为 25℃左
右，其中最高气温出现在简
阳也只有26.5℃，这样的温
度让很多人切身体会到，天
气真的凉了。虽然秋天还
没到来，但这样的天气，出
门搭一件薄外套已经很有
必要了。

不过从最新的天气形
势来看，未来几天成都气温
还有一次回升过程，到了6
日，最高气温还有可能达到
30℃以上。不过，预计7日
晚上开始，成都又有一次明
显的降雨过程，雨水影响之
下，气温又会降下来了。
季节交替，气温变化无常，
谨防感冒侵袭哦。

八月最高温叙永达 40.3℃

9月初，四川省气候中心发
布了对9月四川的气候趋势预
测成果：预计9月，省内大部地
区 气 温 较 常 年 均 值 偏 高
0.5-1.0℃，秋雨强度接近常年。

四川省气候中心预计，9
月，川西高原、盆地西北部、西
南部降水量较常年均值偏多
10%-20%，省内其余地区降水
量较常年均值偏少10%-20%。

预计9月，四川主要有四次
降水天气过程：

2日至4日，盆地南部中到
大雨，局部暴雨，甘孜州南部和
攀西地区中雨，局部大雨，省内
其余地区小到中雨；

9日至11日，盆地西北部、
西南部、东北部、川西高原中到
大雨，省内其余地区小雨；

15日至 17日，盆地大部小
到中雨，省内其余地区小雨；

21日至23日，盆地西北部、
东北部、西南部中到大雨，省内
其余地区小雨。

九月有四次降水天气过程
●四川平均高温日数4.7天，
偏多4.8天。
●全省共有112站出现了最
高气温35℃以上的高温天气，

有28站高温日数在15天以
上。
●宣汉高温日数达20天，为
全省最多。

天气预报

8月之最

●有15个气象站最高气温超
过39℃(含39℃)，他们是：叙
永、渠县、广安、古蔺、达县、合
江、平昌、武胜、宜宾县、西充、蓬

安、邻水、珙县、宣汉、内江东兴。
●凭借8月26日高达40.3℃
的温度，叙永县在全省拔得8
月最高气温头筹。

高温天最多

气温最高

8月中下旬，西充、蓬安、
平昌、宣汉分别出现 17天、

17天、17天、18天的持续高
温时段。

“持续烧烤”最久

成都天气
出门搭件薄外套
6日最高气温冲击30℃+

今年“中秋节”假期（9月13日
至15日），高速公路不执行小型客
车免费通行的政策，交警预计出
行以短途旅游、城市近郊游为
主。为确保我省高速公路中秋小
长假期间平安有序畅通，全省高
速公路禁止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
通行，四川高速公安暂停对运输
超限超载不可解体物品车辆允许
通行高速公路的意见反馈；9月15
日12时至20时采取禁止三轴（含
三轴）以上（鲜活农产品运输车除
外）重型货运车辆进入高速公路
的交通管制措施。

中秋假期全省高速公路施工
路段将停止施工，按照标准恢复

路面。对因特殊情况不能完工的
施工路段，严格规范施工区域设
置，严防发生交通拥堵和次生事
故。

受阿坝“8.20”泥石流灾害影
响，S9都汶高速公路目前仍处于
抢险救援工作中，节日期间继续
实行交通管制措施：每日出州方
向为12时至 14时、18时至20时，
进州方向为4时至7时30分、18时
至20时，三轴以上货运车辆禁止
通行，请过往车辆服从现场民警
指挥，依次排队有序通行。

受G0512成乐高速公路眉山
试验段建设施工影响，该施工路
段无应急车道可通行，请过往车

辆按照引导牌设置方向行驶，可
选择经仁沐新高速至成自泸高
速、成都第三绕城高速、成雅高
速、国道G245线（原省道103线）、
工业环线、工业大道、岷东大道、
剑南大道等道路实施绕行。

受G4218雅康高速公路山体
滑坡影响，目前该路段经抢修，主
线道路右幅（雅安往康定方向）滑
落物清除工作已完成；主线道路
左幅（康定往雅安方向）滑落物工
作仍在清除作业中，请过往车辆
按照引导牌设置方向行驶，康定
往雅安方向的车辆可选择在始阳
收费站出站绕行国道G318线至多
功收费站进站通行。

早报讯（记者 李玥林）

记者从郫都区获悉，2019年以
来该区综合执法局全面铺开
违法建设综合治理工作，实施
了枫林秀色违法建设、犀浦上
街阳光小区、红光中航城等34
起群众反映强烈、影响严重违
法建筑强制拆除行动，近期共
计拆除违法建设5000余平方
米。有效遏制了全区违法建
设行为，助力美丽宜居公园城
市建设。郫都区综合行政执

法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们
结合全区网格化服务管理制
度，发动街道、社区定人定岗
定区域，及时发现并处理新增
违法建设，截至9月3日共发
现并制止各类新增违建30余
处，现场拆除10处业主自行拆
除20处，遏制了违建新增。下
一还步将持续加大违法建设
整治力度，防止死灰复燃，还
居民一个和谐的生活环境的
同时也消除安全隐患。”

早报讯（记者 赵霞）“今天
武侯区在全区范围内启动餐
饮服务环节后厨专项整治革
命，将以最严谨的标准、最严
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
严肃的问责，坚决筑牢食品安
全防线，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9 月 3
日，成都市武侯区正式启动全
区餐饮服务环节后厨整治专
项行动。

该行动以提升餐饮服务总
体水平为抓手，通过“后厨革
命”、“明厨亮灶”、“食材溯源”、

“等级评定”等四大领域工作，
实现将餐饮服务关键部位与环

节接受社会监督，助力全区旅
游双创工作，为武侯建设国际
化新型消费城区筑牢食品安全
防线。“明厨亮灶主要包括透明
厨房、隔断厨房、视频厨房这几
种形式，让消费者可以直观看
到食品加工过程……”武侯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
长、武侯区食品安全办主任王
佳舟解读了《成都市武侯区餐
饮服务环节后厨整治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明厨亮灶”作为餐
饮行业监管的一项创新举措，
通过“透明公开、阳光操作”的
形式形成一种社会监管，达到
社会共治的效果。

中秋节高速不免费 3条高速有管制

●目前正值夏末初秋，省内
雨雾天气多变，驾车通过急弯陡
坡、路面湿滑、视线受阻等路段
时，严格控制车速，防止发生侧
滑，切不可急打方向、猛踩刹车。

●严禁超员载客、超速行驶、
疲劳驾驶，合理安排行程，尽量避免
夜间行车。

●驾驶员在出行前要提前检
查、保养车辆。在出行前及时了
解沿途高速公路服务区信息，确
保车辆油料充足，各项准备充分。

●高速公路发生交通事故，
要第一时间组织车上人员疏散到
路外安全地点，避免发生次生事
故。发生财产损失事故，车辆可
以移动的，当事人应当组织车上
人员疏散到路外安全地点，在确
保安全的原则下，采取现场拍照
或者标划事故车辆现场位置等方
式固定证据后，将车辆移至不妨
碍交通的地点报警。如果车辆无
法移动的，白天应在事故现场后
来车方向 150米至200米处摆放

警示标志，夜间以及低能见度天
气情况下，应在来车方向500米至
1000米外摆放警示标志，并确保
自身安全后报警等待救援。

●出行前提前掌握行车情
况，避免高峰时段、车流集中路段
出行，采取国道、快速通道和相邻
高速公路等合适路段组合通行。
高速公路行驶途中严禁占用应急
车道停车，有需要请就近驶离高
速公路或到服务区处理。

（川报观察）

武侯区启动“后厨整治专项行动”

出 行 提 示

郫都区开展“拆违”行动还居民整洁小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