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微博发图后，@成都市交通运输局官方微
博“成都交通运输”，分享你的绿色出行照片或视频
参与活动。

2 微信发朋友圈，关注成都市交通运输局官
方微信“成都交通运输”，然后将图片或视频以及朋
友圈截图私信小编。

参与
方式

评选出50名“绿色达人”，他们将获得主办方提
供的价值75元的全国一卡通卡一张（充值50元）。

评选出30名“公交达人”，获得成都交通运输新
媒体吉祥物“蓉小通”。

奖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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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府早报记者周琴

国庆大假将至，成都大
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即将迎
来新的游客高峰，为保障
大熊猫福利和安全，保障
游客参观体验，向广大游
客提供“清洁、文明、安全”
的旅游环境。9 月 22 日，
熊猫基地发布关于《成都
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2019
年 国 庆 游 客 限 流》公 告 。
据悉，2019 年国庆节日期
间熊猫基地将实行游客限
流预警措施，控制游客总
量，园区内和园区外游客
流量动态管控。

园内限流2.2万人

10月 1日—7日，熊猫基地
将停止订购实体票（包括售票
窗口和自助购票机），全部实行
网络提前购票，单日网络售票
限6万张。（其中，上午限量3.6
万张，入园时间7:00—12:00；下

午限量 2.4 万张，入园时间 12:
00—17:00）。

园区内实时最大游客量限
量2.2万人。当园区内游客量达
到2.2万人上限时，将暂停游客
检票入园；待园区游客量下降
后重启检票。

每个手机号限购5张

各售票网站从9月24日起
开始提前预定网络电子票。

游客自行选择出行日期和
时间段，单日门票预定量达6万
张将不再接受预定。网络购票
游客每个手机号码限购票1次，
一次限购5张。

符合政策规定的免票游
客需携带有效身份证件（证
明）并主动出示，届时将不通
过辨别外貌特征予以免票。
广大游客可通过工银 e 生活、
驴妈妈、携程、同程、美团、要
出发、途牛等票务网站和成都
市内各“成都景区直通车”服
务点或搜索微信小程序“景区
直通车”购票。

国庆黄金周期间，为避免

影响您的正常出行计划，熊猫

基地将提前通过包括腾讯、中

国移动、熊猫基地官方网站、

官方微博、微信及媒体平台发

布景区游客流量相关信息，敬
请关注，合理规划行程，错峰
出行。

□新闻延伸

拇指姑娘“成浪”的生活
国庆期间将全球直播

“成浪”被中外熊猫粉丝
亲切地称呼为“拇指姑娘”。
今年国庆期间，熊猫基地将联
合中国移动咪咕公司、央视熊
猫频道 IPANDA 推出 5G+4K+
VR 全球直播今年出生的目前
世界上超轻大熊猫幼仔“成
浪”的生活，。

届时，未及时购到票的海
内外游客和熊猫粉丝将能足
不出户、在线体验最新、最前
沿通讯技术下的高清熊猫直
播。

■天府早报记者 赵霞
根据环保部门发布的最

新数据，今年1月1日至9月
15日，成都全市优良天数201
天，同比增加18天，并首次结
束了重污染天。空气质量综
合指数在168个城市中同比
提升44名，改善幅度排第11
名。

时值绿色出行宣传月、公
交出行宣传周，成都市民坚持
绿色出行的决心更加坚定。
近日，成都市60余个地铁站
点、公交站点、共享单车停放
点均出现了“成都人 你真棒”
的点赞牌，这是成都市交通运
输局为绿色出行的市民点
赞。附近市民均表示，正是因
为成都的公共交通越来越快
速便捷，才会优选公交。

数数据据

成都公交日均客运量
逾480万人次

机动车尾气污染是影响空
气质量的重要原因之一。成都
机动车保有量超过500万辆，总
量居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但
拥堵指数却低于全国多个主要
城市。这与成都人对城市公共
交通的认可，以及愈发增强的

“公交优先、绿色出行”意识密
不可分。

天府早报记者从成都市交
通运输局了解到一组公共交通
运行数据：

在公交方面，成都市2018
年常规公交客运量为17.5881亿
人次，全市公交日均客运量逾
480万人次客流，城市公共交通
出行分担率稳步提升，现代优
质的公共交通体系逐渐形成。

在地铁方面，成都地铁从
去年9月到今年8月客运量达
20.8亿次，从开通至今已累计运
送乘客45亿人次；地铁日均客
运量达400万乘次/日，单日最
高客流量突破 485.51 万乘次/
日，高峰期最小发车间隔缩短
至2分钟，各项运营服务指标均
优于国家标准。

根据成都市共享单车监管
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成都
市正常运行的单车企业主要有
摩拜、青桔、哈啰等，市域范围
内单车车辆数约为122万辆，72

小时活跃率为50%，单车周转
率约为2.4次/日。93.4%的用户
骑行时长在5—30分钟。去年
9月到今年8月，共享单车已骑
行7.9亿次。

热热捧捧
“铁粉”争晒绿色出行
“绿色达人”还有奖品

成都市交通运输局近日启
动了“公交优先、绿色出行”打
卡送礼活动，只要拿起手机拍
下自己在成都绿色出行的瞬

间，通过微博晒出照片、上传视
频，或者发布朋友圈并截图，就
有机会参与活动赢好礼。

在征集过程中，许多公交、
地铁以及共享单车的铁粉在微
博上@成都市交通运输局官方
微博“成都交通运输”，或发布
朋友圈后，截图私信成都市交
通运输局官方微信“成都交通
运输”。

微博用户“土申申_0726”
看到活动后，立刻从手机照片
中找出9张成都地铁各种主题
列车的图发了微博。“出门坐地
铁、公交，剩下的路交给共享单
车！现在公共交通+共享单车
超级方便哦。”网友“土申申_
0726”告诉记者，他是成都地铁
的铁粉，各种主题列车上线都
会第一时间去“打卡”。“无论走
到哪个城市，我都为成都的公
共交通感到骄傲。”他说，作为
土生土长的成都人，成都公共
交通的变化真的很大。

此次活动，成都市交通运
输局将“全国一卡通”和“蓉小
通”作为奖励。市民可以通过
两种渠道参与：微博发图后，@
成都市交通运输局官方微博

“成都交通运输”，分享你的绿
色出行照片或视频参与活动；
微信发朋友圈，关注成都市交
通运输局官方微信“成都交通
运输”，然后将图片或视频以及
朋友圈截图私信小编。

成都市交通运输局将从微
博、微信参与用户中，根据图片
质量、低碳效率等评选出50名

“绿色达人”，他们将获得主办
方提供的价值75元的全国一卡
通卡一张（充值50元）。还会评
选出30名“公交达人”，获得成
都交通运输新媒体吉祥物“蓉
小通”。

成都地铁
开展职工技能大赛

早报讯（记者 赵霞 实习
生 王诗媛）9月 19日，成都市
总工会主办、成都轨道集团下
设的成都交通高级技工学校
共同举办了“建功新时代 建设
新天府”2019年成都百万职工
技能大赛轨道列车司机和值
班员大赛，比赛现场精彩非
凡。

成都地铁自 2010 年 9 月
27日开通1号线以来，坚持以
轨道交通引领城市发展格局
为使命，为不断提高地铁运营
服务水平、持续提升城市群众
的出行环境不断努力。此次
比赛将轨道列车司机和值班
员项目列入成都百万职工技
能大赛，正是大力弘扬工匠精
神，为成都轨道交通发展培养
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有
效措施。

竞赛以考核技能人员的
综合职业能力和应急处置能
力为核心，轨道列车司机决赛
项目分别为“故障处理”“救援
连挂”“驾驶技能”。在本次司
机比赛项目中，参赛选手展示
了成都地铁的应急处置能力
和精准的对标水平，裁判员也
不由得竖起大拇指称赞。

在轨道值班员决赛现场，
参赛选手们正通过对讲机与
司机进行沟通，快速处理单道
门无法开启和多道门无法关
闭故障。“上行司机请重新开
关站台门”“粘贴故障纸”“站
台门安全，向司机显示信号”，
伴随着口令，参赛选手熟练标
准地进行了一系列操作，展示
了成都地铁值班员进行标准
化和快速故障处理的水平和
能力。

经过几天的激烈角逐，比
赛最终评选出6名优胜的轨道
列车司机和值班员，并授予

“成都市技术能手”称号，第一
名获得“五一劳动奖章”称号。

成都熊猫基地国庆期间每日限流6万人

停售实体票 每个手机号网购限5张

限购时间
10月1日—7日，停止订

购实体票（包括售票窗口和自
助购票机），实行网络提前购
票。

限制人数
单日网络售票限6万张

（其中，上午限量3.6万张，对
应入园时间7:00-12:00；下午
限量2.4万张，对应入园时间
12:00-17:00）。

限制措施
园区内实时最大游客量

限量 2.2 万人。实时游客量
达到此上限时，将暂停检票入

园；待游客量减少后重启检
票。

网售时间
9 月 24 日 10：00 开始网

上提前售卖电子门票。日门
票预定量达6万张将不再接
受预定。每个手机号码限购
票1次，一次限购5张。

购票渠道
广大游客可通过工银 e

生活、驴妈妈、携程、同程、美
团、要出发、途牛等票务网站
和成都市内各“成都景区直通
车”服务点或搜索微信小程序

“景区直通车”购票。

“打卡”送礼
成都“铁粉”争晒绿色出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