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7日，“2019成都直飞
长滩岛/薄荷岛·宿务”新产品推
荐会在成都举行，会上发布了
两条成都直飞菲律宾航线的开
航时间，并推出赴菲旅游新产
品。

近年来，随着中菲航空业
互联互通战略的成功实施，中
菲关系也在不断持续升温。据
了解，2019年上半年中国赴菲
游客人数大幅度增长，中国目
前已跃居成为菲律宾第二大国
际客源市场，其中，四川游客赴

菲律宾的人数也在逐年增多，
菲律宾对中国市场的重视程度
与日俱增。

记者了解到，此次菲律宾
泛太平洋航空公司发布的两条
航线开航后，成都每天都将有
飞机直飞菲律宾，解决了四川
游客转机的问题，极大缩短了
游客的交通时间。两条航线开
航时间不同，成都直飞菲律宾
长滩岛航线于11月 18日开航，
每周二、三、四、六、七一共五班
往返；成都直飞薄荷岛航线将

于12月23日开航，每周一、五共
两班往返。

会上，新推出的两种不同
主题的旅游产品也吸引了在场
嘉宾的目光。菲律宾薄荷岛·
宿务系列产品——薄荷宿务自
由行7天6晚，最大的特点是不
走“回头路”，让游客有更好的
旅行体验；菲律宾长滩岛主题
产品·全国首档海岛时尚交友
旅行——长滩恋爱吧自由行系
列，让旅行充满了青春时尚的
气息。 （据四川在线）

▶四环路（成都绕城高速
公路，不含）环线内区域

▶时间段：3：00至24：00

▶1 国Ⅲ（不含）以下排
放标准的汽油车和国Ⅲ
（不含）以下排放标准的
柴油车禁止通行（特殊
车辆除外）

▶2 其他车辆（含临时
号牌车辆）按机动车号
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
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
日行驶

▶（春节放假期间，国Ⅰ
以下排放标准的汽油车
和国Ⅲ（不含）以下排放
标准的柴油车以外的其
他车辆不受限制）

红色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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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府早报记者冯浕

成都拟修订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发布红色预警
四环内将实施单双号限行

黄色预警
全市范围内禁止

露天烧烤、燃放烟花爆竹

黄色预警：
预测 PM2.5 浓度>115 微克

每立方米将持续48小时及以
上，且短时出现重度污染；预测
AQI（除PM2.5以外的其他污染
物）日均值>200将持续48小时
及以上，未达到高级别预警条
件。

应对举措：
黄色预警期间，成都全市

范围内禁止露天烧烤、燃放烟
花爆竹；所有矿山、石材厂、石
板厂停止露天作业，砂石厂
（场）、水泥粉磨站停止生产运
行，场地内每天3次以上清扫
冲洗作业；没有苫盖条件的堆
场，每天至少喷淋6次。

中心城区和郊区新城建成
区有关项目也将被限制：易产
生扬尘的建材禁止露天敞开堆
放和加工；产生挥发性有机物
的房屋建设、房屋修缮、大型商
业建筑装修、外立面改造、道路
画线、道路沥青铺设以及汽车
维修、广告等行业的喷涂粉刷

作业停工；除市政府批准的重
点工程及应急抢险工程外，其
他施工工地土石方作业（包括

开挖、回填、场内倒运）、建筑

拆除、建筑工程配套道路和管

沟开挖停止作业；施工现场国

Ⅱ及以下的非道路移动机械

停用。

此外，四环路（成都绕城

高速公路，不含）环线内区域，

工作日的6：00至22：00时段：

国Ⅲ（不含）以下排放标准的

汽油车和国Ⅲ（不含）以下排

放标准的柴油车禁止通行（特

殊车辆除外），其他车辆（含临

时号牌车辆）按机动车号牌最
后一位阿拉伯数字实行汽车尾
号限行。

橙色预警
四环路环线内

持天府通卡免费乘公交

橙色预警：
预测 PM2.5 浓度>115 微克

每立方米将持续72小时及以
上且PM2.5浓度>150微克每立
方米将持续24小时及以上；预
测AQI（除PM2.5以外的其他污

染物）日均值>200将持续72小
时及以上。

应对举措：
橙色预警时，中心城区、郊

区新城建成区：建筑垃圾（含工
程渣土）运输车辆（市政府批准
的重点工程及应急抢险工程施
工配套车辆除外）以及运输煤
炭、砂石、袋装水泥等易产生扬
尘的运输车辆全天24小时禁
止通行。

四环路（成都绕城高速
公路，不含）环线内区域，工
作日的 6:00 至 22:00 时段：国
Ⅲ（不含）以下排放标准的汽
油车和国Ⅲ（不含）以下排放

标准的柴油车禁止通行（特

殊车辆除外），其他车辆（含

临时号牌车辆）按机动车号

牌最后一位阿拉伯数字实行

汽车尾号限行。

悬挂大型汽车号牌（黄色）
且核定载质量5吨（不含）以上
的货运车全天24小时禁止驶
入四环路（成都绕城高速公路，
不含）环线内区域；增加城市公
交、地铁等公共交通工具的营
运频次；四环路（成都绕城高速
公路）环线内区域（含部分站点

在四环路环线以内的线路）持
天府通卡乘坐公交免费，持天
府通卡乘坐地铁八折优惠。

红色预警
车辆实行

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

红色预警：
预测AQI日均值>200将持

续96小时及以上，且预测AQI
日均值>300 将持续 48 小时及
以上；或预测AQI日均值达到
500。

应对举措：
修订预案明确，四环路

（成都绕城高速公路，不含）环

线内区域 3：00 至 24：00 时段

（春节放假期间，国Ⅰ以下排

放标准的汽油车和国Ⅲ（不

含）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车以

外的其他车辆不受限制）：国

Ⅲ（不含）以下排放标准的汽

油车和国Ⅲ（不含）以下排放

标准的柴油车禁止通行（特殊
车辆除外），其他车辆（含临时
号牌车辆）按机动车号牌最后
一位阿拉伯数字实行单号单
日、双号双日行驶。

早报讯（记者 赵霞 实习
生 王诗媛）11月 7日，成都市
武侯区双楠街道举行了“自强
脱贫，助残共享”残疾人专场
招聘会。招聘会在双楠街道
七道堰社区广场举行，现场中
国太平人寿、宇光物联科技、
永辉超市等14家企业提供了
百余个岗位，切实帮助残疾人
实现就业。

记者看到招聘会现场人
头攒动，据主办方统计，预计
有近两百人参加了此次专场
招聘会。“一直以来，我们都积
极参与残疾人就业帮扶项目，
与小笼包助聋公益服务中心

也合作了好几年，先后共招聘
了六七十人到公司上班。”宇
光物联科技工作人员赵老师
表示，“残疾人作为我们国家
的公民，应该享受公平的就业
机会，并且他们本身也非常热
心积极的希望能参与到社会
中来，我们更应该帮助他们。”

双楠街道七道堰社区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的招聘
会前期投入的宣传力度更大
了，为了是能够帮助到更多
人。事实是今天来到现场的
残疾人朋友更多了，真心希望
他们能够找到自己满意的工
作岗位。

“赴菲游”又有好消息
成都直飞长滩岛18日开航

武侯区举办残疾人专场招聘会

11月7日，天府早报记者从成都市
政府官网了解到，《成都市重污染天气应
急预案（2019年修订）》正在公开征求意
见。与上一个版本相比，修订预案将重
污染天气预警由过去的四个等级统一划
分为三个等级，由低到高依次为黄色预
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

红色预警时，四环路（成都绕城高速
公路，不含）环线内区域3：00至24:00时
段：国Ⅲ（不含）以下排放标准的汽油车
和国Ⅲ（不含）以下排放标准的柴油车禁
止通行（特殊车辆除外），其他车辆（含临
时号牌车辆）按机动车号牌最后一位阿
拉伯数字实行单号单日、双号双日行驶。

修订预案明确，预警原则上提前24
小时发布。预警信息发布后，当空气质
量改善到相应级别预警启动标准以下，
且预测将持续36小时以上时，可以降低
预警级别或解除预警。

成都环境执法
“秋冬季战役”
集结号已吹响

11月 7日，记者从成都
市生态环境局获悉，按照新
近制定印发的《2019年成都
市“秋冬季战役”环境执法
行动方案》，成都将集中力
量开展为期 5 个月的环境
执法专项行动。

“此次专项执法行动从
今年11月开始至明年3月结
束，为期5个月，共分动员
部署、行动实施和评估总结
三个阶段进行。”成都市生
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执法行动的主要任务
是结合排污许可管理制度，
针对全市火电、水泥、钢铁、
玻璃、化工、垃圾焚烧、砖瓦
窑、混凝土搅拌等重点行业
大气污染物排放单位，通过
执法检查、现场监测等手
段，核查排污单位是否守法
排污、达标排放。对检查发
现的环境违法行为将依法
进行调查取证、立案查处，
并督促企业在规定期限内
整改到位，确保实现大气污
染物达标排放。

据悉，此次专项行动将
切实采取“执法与监测相结
合、明查与暗访相结合、日
常巡查与突击检查相结合、
昼查与夜查相结合、工作日
查与节假日查相结合”五结
合的检查方式，通过污染源
监督性监测与监察执法协
同联动，以及移动执法系统
的广泛运用，充分发挥“科
技执法”环境监管优势，进
一步增强行政处罚、“双随
机”抽查、专项行动、信访投
诉办理、自动监控报警处置
效能，大力提升环境执法的
突击性和有效性，对一切环
境违法犯罪行为始终保持
高压态势，切实增强环境执
法的威慑力，为打好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提供坚强保
障。 （据封面新闻）

▶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