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措施
设置主辅道信号灯，
交替放行、提高效率

剑南大道进城方向距锦
城湖收费站C口180米位置

设置了信号灯，请驾驶员驶

离天府一街下穿隧道以后，

注意信号灯的指示。其中，

主道进入绕城高速收费站和

辅道进入三环路的方向机动

车进行控制，实施交替放
行。同时主道驶向三环路方
向和辅道驶向绕城高速方向
的机动车应按照信号灯指示
通行。

优化路口车道分配，
分离车流、减少交织

剑南大道进城方向从盛
兴街路口至信号灯路口主辅
道设置为单向 8 车道，其中
主道1、2车道指示三环路方
向，3、4 车道指示绕城高速
方向，辅道 5、6 车道指示三
环路方向，7、8 车道指示绕
城高速方向。

设置多级指示标志，
提前诱导、快速通行

主道进城方向机动车辆
在进入剑南大道天府一街隧
道之前最近的人行天桥上设

置了3面车道指示标志。在
进入隧道之前，根据车道指
示标志的指示，请机动车提
前选择车道行驶。其中，最
左侧第1车道为驶向三环路
方向的专用车道，中间第2车
道为驶向三环路方向和绕城
高速方向的共用车道，最右
侧的第3车道为驶向绕城高
速的专用车道。

增加电子警察
抓拍系统

设置电子警察抓拍设
备，强化通行秩序管控。成
都交警近期完成各种交通安
全设施后，将增加电子警察

抓拍系统，严管以下违法行

为。一是在停止线前不按导

向车道指示标志行驶，随意

变道；二是车辆越过停止线

后，不按导向车道指示的方

向行驶。如主道第1、2车道

车辆按规定只能往三环方向

行驶，但越过停止线后强行

变道往绕城高速行驶的违法

情况和辅道第7、8车道车辆

按规定只能往绕城高速方向

行驶，但越过停止线后强行

变道往三环方向行驶的违法

情况进行抓拍；三是闯红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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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蓉漂”人才荟青羊区专场
上海收官

早报讯（记者 赵霞）为实施人才
优先发展战略，精准引进急需紧缺人
才。近日，成都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携手成都市青羊区委组织部
（区人才办）开展2019“蓉漂”人才荟
城市行——走进上海（青羊区专场）
活动。活动以“敢为蓉漂 蓉你骄傲”
为主题，通过引才推介会和专场双选
会，集中宣传推介成都市和青羊区的
城市发展、人才政策和创新创业环
境，鼓励优秀人才来蓉施展才华，筑
梦圆梦，共吸引了上海和长三角地区
500余名中高端人才积极参加。

在高端人才双选会上，成都飞机
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十九
冶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成都
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等20家在
蓉知名企业参加，为优秀人才提供超
过200个工作岗位，给出薪酬最高达
到100万，涵盖文化金融、高端制造、
生物医药、航空航天等岗位供人才选
择。活动现场参与面试并接收简历
超过700份，初步达成意向近300人。

■天府早报记者冯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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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南大道主辅道设红绿灯交替放行
主道驶向三环路方向和辅道驶向绕城高速方向的机动车，应按照信号灯指示通行

社区自理共治共享靠大家

早报讯（记者 赵霞）11月11日，成
都市成华区二仙桥街道下涧槽社区
开展“品质下涧槽 共治共享”自组织
培育项目——社区微创投评审会。

首先由菁彩社工为大家介绍了
活动评审导师及相关规则，并抽签决
定评审顺序。紧接着，各项目负责人
就项目背景、项目实施方案、项目目
标、项目可持续性、项目特色、资金预
算等轮流进行路演汇报。评审老师
也在认真聆听完各项目汇报材料后，
给出了中肯的意见，并提出自己的疑
问和有针对性的意见建议。

经过评审老师打分，本次参与的
14 个评审项目有 10 个创投项目入
围。但是有些项目还存在着一些不
足，自组织成员表示会根据评审老师
意见，对项目进行相关调整。最终经
公示和签约后，入围的10个微项目将
获得资金资助，并进入社区进行落
地。

小关庙社区长桌宴话孝心

早报讯（记者 赵霞 实习生 王诗
媛）长桌宴也叫百家宴，是独特又古
老的汉族民俗文化。为了增加邻里
交流，感受社区融融的邻里情意。让

“长桌宴”成为邻里感情相互融合的
舞台，弘扬新风尚、传播正能量的平
台，促进社区文明和谐的桥梁。11月
11日，成都市青羊区太升路街道小关
庙社区组织居民开展了“情系三国赤
子心 缤纷活动仁德情”长桌宴。

居民们各显身手，纷纷端着自己
的拿手菜，加入到长桌宴中。炒、炸、
蒸、煮、烹……一道道精美菜肴摆满
了长桌，色香味俱全。居民们一边分
享着美食，一边聊着家常。长桌宴不
仅让居民们大饱口福，更让大家多了
一次邻里交流的机会，融洽了邻里情
谊。

记者在现场看到，小关庙社区还
推选出了9个孝心家庭，希望以这样
的形式让更多人看到大家对老年人
孝心的体现。社区工作人员唐静告
诉记者，他们花了一周时间从辖区45
个院落征集并评选出9个孝心家庭。

早报讯（记者 周琴）为
继续激励ETC发行，确保年
底顺利取消高速公路省界
收费站，11月 11日，省交通
运输厅牵头举办四川省
ETC用户劳动竞赛 11月表
彰大会。

会上通报了四川省
ETC 用户发展情况，对自
贡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营业部等30个“四
川省ETC发行先进网点”、
石晓奇等 30 名“四川省
ETC 发行标兵”进行了表
彰。

天府早报记者从四川
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管
理局获悉，截至10月31日，
全省ETC合作银行达12家，
免费安装网点7000余个，
ETC用户总量达737万户，
完成总进度的80%。按全
年目标任务要求，全省ETC

剩余发行任务约177万，日
均需发行2.9万，任务依然
十分艰巨。

其中，本省籍车辆累
计发行量，排名位居前3的
银行依次是：工行198.9万、
建行 158.79万、农行 129.28
万。

按本籍车辆安装率
排名，位居前 10的市（州）
依次是：成都 73.89%、资
阳 65.54%、内江 64.90%、
达 州 63.93% 、 广 安
63.37%、宜宾61.24%、自贡
61.09%、遂宁60.77%、南充
60.18%、乐山60.07%；位居
后 10的市（州）依次是：甘
孜22.23%、阿坝31.70%、凉
山41.81%、巴中48.69%、广
元54.71%、攀枝花56.38%、
泸州56.48%、德阳57.15%、
绵 阳 57.63% 、 雅 安
57.75%。

11月 11日，天府早
报记者从成都市交管局
获悉，针对剑南大道进城
方向和绕城高速锦城湖
收费站因主辅道车流交
织和路段节点瓶颈引发
的“段状”拥堵问题，成都
交警经过多次实地踏勘、
综合研判，找准拥堵成
因，将采取设置主辅道交
替放行信号灯、优化路口
多向车道分配、设置多级
连续指路诱导标志等方
式，进一步优化交通组
织，提高道路通行效率。
近日，各种交通安全设施
完备后，将立即实施。

四川ETC用户量 10月底已达737万户

11月 11日，记者从高速公
路四支队获悉，为确保“成乐
高速公路扩容建设项目”棉竹
门户互通改造工程顺利实施，
在 2019 年 11 月 14 日 8 时至
2020年3月31日24时期间将
对成乐高速乐山北（棉竹）收
费站及辜李坝收费站至乐山
绕城棉竹北枢纽实施交通管
制。

一、交通管制区域
1、G0512 成乐高速（辜李

坝）收费站至乐山绕城棉竹北
枢纽（K121+600-K124+600）。

2、G0512成乐高速乐山绕
城高速棉竹北枢纽互通。

二、交通管制时间
2019 年 11 月 14 日 8 时至

2020年3月31日24时

三、交通管制内容
1、施工期间，G0512 成乐

高速棉竹北枢纽至乐山北（棉
竹）收费站双幅应急车道封闭
（K121+600-K124+600）。

2、施工期间，乐山绕城高
速棉竹北枢纽（乐山至绕城高
速通江方向匝道及绕城至乐
山方向匝道）进行封闭。

3、施工期间，所有车辆在
G0512 成乐高速公路乐山北
（棉竹）至乐山绕城棉竹北枢
纽路段严禁违规停车。

四、交通管制期间绕行路线
施工期间车辆可通过成

乐高速观音滩收费站，绕行进
行交通转换。(观音滩收费站
载重货车禁止驶入)

（据四川在线）

播报

成乐高速部分路段14日起将交通管制

现状
主辅道三环、绕城车辆

交织严重

剑南大道是连接高新
南区、天府新区、双流区等
片区的一条重要的放射性
具有快速功能的主干路，每
日吸引了大量机动车辆通
过剑南大道锦城湖收费站
C口进入绕城高速，加之天
府一街下穿隧道北口主道
进入绕城高速方向的机动
车辆和辅道进入三环路方
向的机动车辆在 300 米范
围内交织严重，造成剑南大
道进城方向长期交通拥
堵。据统计，剑南大道进城
方向早高峰排队长度从收
费站反排至天府四街（长约
2.7公里），剑南大道进城方
向晚高峰排队长度从收费
站反排至天府二街（长约1.7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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