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3

日、

11

日每日
13~19

时
分时段实行临时交通总量控制路段

成都市区的长顺上街（商业街路口至小南街路口）、蜀都大道（天府广
场至三环路苏坡立交）、日月大道（三环路苏坡立交至成温邛高速成都收
费站）、成温邛高速（成都收费站至崇州收费站）、崇州金盆地大道、崇州华
怀路（世纪广场路口至怀远镇新省道

106

线路口）

5

月
3

日、

11

日每日
8～20

时
实行临时交通管制路段

街子镇周边的三街路、江城街、街安路（新省道
106

线味江河大桥路口至绕场路味江河
大桥路口）、绕场路（三街路口至西川第一天路口）以及朝阳路（含所有道路）

都江堰市、崇州市街子镇周边的新省道
106

线（鸡冠山路口至成青路口）、老省道
106

线（新老省道
106

线交叉口至三街路口）以及重庆路（九龙路路口至新省道
106

线路口）

日前，东航一架编号为B5276的
波音B737-700机型对中国民航首个
RNP AR公共飞行程序———九寨黄
龙机场RNP AR公共程序进行验证
试飞。经中国民航局各专业监察员评
定，验证飞行取得圆满成功，九寨黄龙
机场RNP AR飞行程序的安全性、可
操作性和合理性符合民航标准，标志
着中国民航在九寨黄龙机场全面运行
RNP AR程序的条件已经具备，可以
满足机场今后长时间运行的要求。

据了解，这次RNP AR公共程序的
验证试飞属于中国民航首创，在世界民
航上也鲜有先例。该程序实现了九寨黄
龙机场双向起降优势，机场不再“受困”
于风向，极大提高了航班运行的正常性。
成都商报记者胡沛实习生曹逸韵

成都商报讯（记者严薇雷浩然）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中国地震台网
中心获悉，据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
昨晨4时39分，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
治州茂县与绵阳市安县、北川羌族自
治县交界发生3.7级地震。地震震中位
于北纬31.8° ，东经104.1° ，震源深度
20公里，属于汶川地震余震。据了解，
该地震是五一小长假以来，我省发生
的第二次地震。

中国民航首个RNPAR公共飞行
程序在九黄机场验证试飞成功
九黄机场航班
正点率有望提高

茂县与安县、北川交界
昨发生3.7级地震

宜宾：13个产业园区带来强劲动力
“经盐李路到古镇李庄，不仅可以节

约时间，还能欣赏沿途美景。”昨日，在九龙
县工作的摄影爱好者卢华回到宜宾，第一
件事就是带女儿到李庄古镇采风。卢华说，
以前从宜宾到李庄，经宜长路再转道李庄，
开车得40分钟。今年3月盐李公路通车，时
间缩短为15分钟。

在流水溪大桥附近，卢华专门停下来
看了看对面正在建设中的宜宾港。他认
为，宜宾临港产业园区发展是四川走新型
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互动发展的一个成功
缩影。五粮液、临港经济开发区、南溪罗
龙、江安阳春、向家坝、高县福溪、长宁、珙
县、兴文、屏山新发、盐坪坝、翠屏新区、筠
连等13个产业园区按照“一县一园区、园
区有特色”的原则进行“关联、成链、集
聚、集约、合作”五向发展，已凝聚成宜宾
发展的强劲动力。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罗敏

凉山：高速路带来发展路
4月28日下午，雅西高速试通车，小车

和高速大巴允许提前上路。4月29日，来自
德阳的尹丽君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即
和朋友们驱车前往那个梦中牵绕的地方。
“先去邛海，耍了一圈，吃了最想吃的

醉虾、烤鱼。”4月30日，她们又前往螺髻山
景区，“爬山、泡温泉，亲近大自然”。
雅西高速建成通车，攀西地区迎来历

史性的发展机遇。
有着邛海、泸山、螺髻山、泸沽湖、彝

海、灵山寺等众多国家4A景区的凉山，敞
开大门迎接四方来宾。有着丰富矿产资源
的凉山，吸引了攀钢、重钢等工业企业落
户，经济实力大大提升。
安宁河谷平原地带，得天独厚的气候

资源，孕育着丰富的物产，早市蔬菜、洋葱、
枇杷、樱桃等特色农产品飘香诱人，吸引着
全国客商云集西昌。

成都商报记者罗本平摄影报道

德阳：重装之都的蝶变
4月30日，来自成都的罗乐前往什邡市

马祖村旅游，宽阔的柏油马路，风格统一的
乡村洋房……“马祖村美景如画。”曾经当
地最穷困的村落，如今已变成“吃、住、行、
游、购、娱”等文化旅游合一的新农村。

随着5月上旬即将通车的成绵高速复
线开通，什邡到成都也只需30分钟，什邡、
绵竹两市也将结束不通高速的历史。

现在，德阳正加快构建区域一体、开放
多样的综合交通体系。连接成都的天星大
道、旌江大道、中（江）金（堂）快速干线已
开工或即将开工；成兰铁路、成绵乐城际铁
路等铁路干线和成什绵高速、成南巴高速、
成都二绕正加快建设，成都经济区环线（遂
德阿高速德阳段）高速公路正在规划建设。
随着成德绵一体化进程加速，德阳到成都，
比成都城东到城西花的时间还要少。这个重
装之都，正向着宜商宜业宜居的方向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王明平摄影报道

葱蒜之乡胃癌发病率低
事实上，胃癌的发病原因包括遗传、

饮食健康、生活方式、细菌感染等多个方
面。华西医院上锦院区胃肠外科博士周
勇介绍，虽然葱蒜类蔬菜（洋葱、大蒜、

大葱、韭菜、细香葱等）的化学预防作用
已被广泛研究，但其对胃癌风险的影响
仍存在争议。

为此，周勇与其导师、华西医院胃肠
外科伍晓汀教授带领的团队特地检索了
1966年1月~2010年9月在专业医学杂志上
发表的葱蒜类蔬菜食用量和胃癌的研究，
分析了19项病例对照和2项队列研究（受
试者543220例），使用随机化效应模型对
各项研究的相对危险进行汇总分析。
对于这项研究，周勇举例说，一项针

对我国江苏省胃癌发病率的流行病学研
究发现，大蒜洋葱之乡江苏邳州，属于胃
癌发病率低的地区之一。而同样属于江
苏省的扬中市，因其市民有食用烟熏盐
渍食物的传统，胃癌发病率相对较高。
与此类似，通过调查问卷形式的多

因素分析，在四川、山东、甘肃等省市多
个葱蒜之乡，其市民的胃癌发病率在全
国范围内均属于偏低的水平。

葱蒜可抑制幽门螺旋菌感染
全球范围内研究的荟萃分析结果显

示，食用大量葱蒜确实可起到降低胃癌发
病率的作用。然而，其中的原理是什么呢？
原来，因为胃酸形成的酸性环境，不

少细菌在到达胃部时均已“阵亡”。然而
一种叫做幽门螺旋菌的细菌，却可耐受酸
性环境，并长期在胃肠道“定居”。久而久

之，便会影响胃肠道的正常功能，损伤胃黏
膜，导致胃炎、胃溃疡等疾病，增加癌变几率。

“我们平时闻到的洋葱和大蒜的气味
就是由有机硫化合物发出的。”周勇介绍，
洋葱和大蒜同属葱科植物，其特点是富含大
量的有机硫化合物和黄酮醇。研究表明，有
机硫化合物在40μg/ML浓度时便能有效抑
制幽门螺旋菌感染，而黄酮醇能帮助人体降
解致癌物。这些均说明洋葱和大蒜可以作为
有效预防胃癌的方法之一。

吃多少合适？
每天20克葱蒜胃癌风险降10%
� �

证实了大量食用葱蒜可降低胃癌风险，

可究竟要食用多少才能达到作用呢？

据介绍，在所有研究的汇总分析中，对于
食用大量的葱蒜类蔬菜降低胃癌风险，对洋葱
头、蒜头、蒜（带叶）、韭菜、葱等进行的特定分
析结果均相似：每天增加葱蒜类蔬菜食用量

20

克，可以降低约
10%

的胃癌风险，“通俗地说，就
是五分之一个洋葱，或者一个大蒜头”。

葱蒜有多种吃法，生吃熟吃、煎炸炖炒
是否对防癌作用有影响？周勇表示，葱蒜在
做法上对防癌作用的影响确实没有专门研
究。一般来说，新鲜食物中有效成分活性相
对更高。若不排斥其“独特”的味道，建议在
能接受的范围内，尽量生吃。

不过，周勇强调，这只是保持健康预防
癌症的一个方面。 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多
吃新鲜蔬菜水果，少吃烟熏高盐食物，拒绝
烟酒等都能使身体更加健康。而长期食用葱
蒜虽能预防胃癌，却绝不等于“治疗”胃癌。

若真患有胃肠道疾病，仍然应该及时就医。

成都商报记者杨艺

昨日下午2时，成都嘉祥外国语学校
面试准时举行。根据该校今年的招考方
案，总分175.5分以上的学生直接录取，
总分在171.5～ 175的学生将获得面试资
格，再通过面试择优录取。
据了解，面试的问题没有固定形式，

考官会根据学生的基本信息随机进行提
问。一些学生被要求说出父母的生日，并
复述自己在父母生日时曾做过些什么；
一些学生被询问是否参加过公益活动，
谈谈自己的心得体会……
最终，大多数人都拿到了面试通过

单，但也有少数被淘汰出局，包括一名在考
场与父母相互顶撞的学生及一名在谈到网
络游戏时无法自控的学生。

成都商报记者郭锐川实习生黄晶

又讯（记者郭锐川） 成都外国语学校昨
迎来约14000名考生，比去年增加近4000人，
考录比达14：1。今晚，家长可通过中国电信
座机拨打96789112或登录学校网站查分专
线查询考试成绩、奖学金分数线及小升初录
取分数线。上线学生须于5月3日（星期四）、
5月4日（星期五）两天内办理入学手续。

小升初面试顶撞父母的娃娃当场淘汰

一天一颗蒜真能防胃癌
华西专家研究证实，长期食用葱蒜可降低胃癌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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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文新区的变化太大了，几乎一
天一个样！”作为兴文镇的老居民，刚刚
从外地回到老家的张新民惊叹不已。
作为巴中经开区开发建设的一号主

战场，兴文新区处处体现着只争朝夕的
紧迫感。负责新区主干道施工建设的中
交股份巴中项目部负责人告诉记者，在
新区主干道建设中，包括排梁垭隧道在
内，共有7个工作面同时动工。
与此同时，经开区招商引资工作也

取得重大进展。据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
孟进介绍，今年1月到3月，经开区共接待
客商63批次、300余人，接洽项目37个，总
投资143.9亿元。签订正式合同项目8个，
总投资35.4亿元。据统计，截至目前，经
开区开工和正式签约招商引资产业项目
15个，其中开工11个、正式签约4个，总投
资54.3亿元，到位资金7.13亿元。

2012年1月4日7时48分，一声长长的汽
笛声，点燃了红军之乡———巴中400万人民
心中期盼已久的激情，一辆从成都出发、车
次57002的列车，经德阳、广元到达巴中。至
此，巴中终结了不通客运火车的历史。
而随着广巴高速、广巴铁路等一批在巴

中交通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项
目的建设完工，巴中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被
空前释放出来。 2011年末，巴中市GDP增
速、固定资产投资额增速、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速、一般预算收入增速、招商引资额
增速全省各市(

州
)排位5个第一。

巴中迎来了“打开山门”的重要时期。
据了解，“十二五”期间，巴中将建设高速公
路410公里，完成投资351.30亿元，进一步完
善高速网络。
据巴中市交通部门相关负责人介绍，随

着“三纵三横两环一航”大交通的建设，未
来五年，巴中将形成各区县之间半小时经济
圈，积极构建与达州、广元、南充等周边城市
之间的1小时经济圈，力争形成到成都、重
庆、西安三大中心城市的3小时交通圈，打造
川陕渝结合部重要的枢纽联结地，形成四川
重要的北向东向出川大通道，形成西部综合
交通枢纽的重要组成部分。

成都日报记者朱琳黄荆

为确保2012年省级（成都）防灾救灾综
合实战演练在崇州市街子镇的顺利进行，保
障广大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工作秩序，保
障道路交通安全与畅通，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人民警察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通告如下：
一、2012年5月3日和5月11日，两次演练

分别在当日8:00至20:00，以崇州市街子镇演
练现场为中心，街子镇周边的三街路、江城
街、街安路（新省道

106

线味江河大桥路口
至绕场路味江河大桥路口）、绕场路（三街
路口至西川第一天路口）以及朝阳路（含所
有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非演练人员及
无演练车证车辆进入。该区域内的单位、个
人及机动车须按照规定凭相关身份证件和

机动车行驶证通行，同时该区域内的常住居
民不得在管制区域内进行户外活动，禁止任
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在管制区域内聚集，进
行妨碍公共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活动。

二、演练期间，持组委会指定车证的机
动车可进入演练区域指定停车点，严禁在管
制区和演练区道路停放。管制区内的西川第
一天停车场、银杏广场停车场、街子政府停
车场、街子车站停车场、天顺苑停车场、青城
园停车场、惠丰酒店停车场将不对外停放非
持有演练证件的社会车辆。

三、违反本通告规定的，由公安机关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及相关法
律法规依法处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日

为确保2012年省级（成都）防灾救灾
综合实战演练的顺利进行，保障广大人
民群众的正常生活、工作秩序，以及道路
交通有序、安全与畅通，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
通告如下：

一、2012年5月3日和5月11日，两次演
练分别在当日8:00至20:00，都江堰市、崇
州市街子镇周边的新省道106线 （鸡冠山
路口至成青路口）、老省道106线（新老省
道
106

线交叉口至三街路口） 以及重庆路
（九龙路路口至新省道

106

线路口）将实施
临时交通管制，途经上述道路的社会车辆
需按照现场交警指挥及诱导交通指示牌
通行或选择其他道路绕行。

二、2012年5月3日和5月11日，每日13:
00至19:00，成都市区的长顺上街（商业街
路口至小南街路口）、蜀都大道（天府广场
至三环路苏坡立交）、日月大道（三环路苏
坡立交至成温邛高速成都收费站）、成温
邛高速（成都收费站至崇州收费站）、崇州
金盆地大道、崇州华怀路（世纪广场路口
至怀远镇新省道

106

线路口）将分时段实施
临时交通总量控制，需途经上述道路的社
会车辆须按照现场交警指挥及诱导交通
指示牌通行或选择其他道路绕行。

三、违反本通告规定的，由公安机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处罚。

二〇一二年五月二日

2012年防灾救灾综合实战演练将分别于5月3日、11日进行

崇州都江堰部分路段将交通管制
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告

（一）
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通告

（二）

雅西高速通了经济发展提速

大蒜、洋葱，通常只是菜品里的“配角”。因其“独特”的味道，
不少市民还对它们敬而远之。谁能想到，小小一颗蒜，还能防癌？近
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胃肠外科专家们在全球消化病学领域顶级
杂志发表研究报告，在耗时一年对全球21项研究，54万余例受试
者进行荟萃分析证实，大蒜、洋葱等葱类蔬菜中的有机硫化合物能
对胃肠道内的幽门螺旋菌起到抑制作用，从而降低胃癌发病率。

RNPAR�

是利用飞机自身机载
导航设备和全球定位系统引导飞机起
降的新技术。运用

RNP AR

导航程序
可使航空器有效地绕开超高障碍物，

能够大幅减少天气原因导致航班延
误、返航的现象。

第14站：巴中（下）

打开“山门”打造川陕渝枢纽联结地

西昌邛海泸山景区湿地公园
德阳宜居环境

兴文新区效果图

迎接党代会· 与四川一起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