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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程高峰再遇上雷阵雨袭击，双流
国际机场在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出现
史上最忙景象。

4月30日晚，今年首次雷阵雨天气袭击
成都，持续7小时左右。而昨日又恰逢五一小
长假返程高峰，最终双流国际机场的航班
数量达到了创历史纪录的762架次。

首次发布“双重预警”
据双流机场此前预测，今年五一3天

假期中，将有26.4万人次旅客通过双流机

场出行，平均每天运送旅客达8.8万人次，
运送旅客总量将比去年同期增加6.3万人
次以上，增幅达30.8%。双流机场将迎来
史上最忙的五一小长假。

前晚的一场雷阵雨更让双流机场变
得忙碌。从当晚8时40分左右开始，这场
雨一直持续到昨日凌晨3时40分左右结
束，这场雷阵雨持续了7个小时之久，降
雨量达20毫米。

当晚10时10分，双流机场启动了今
年第一个“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随着
天气进一步恶化，10时40分开始，双流机
场对外已不具备接受飞机降落的条件，
同时不具备本场航班起飞的安全保证，
被迫停航关闭，停航关闭时间达两小时。
昨晨零时38分，双流机场才安排第一个
进港航班降落；1时14分，第一个出港航
班才得以起飞。
双流机场前晚先后启动了“灾害性天

气预警信息”和“大面积航班延误预警信
息”，这是今年以来第一次发布此类预警，
也是近年来首次现时启动双重预警信号。

天气导致航班积压
按航班安排计划，双流机场4月30日

全天共安排有511架次航班的起降任务。
但因受雷阵雨天气影响，39个进港航班
没能准点到达双流机场，分别备降贵阳、
昆明、西安等周边机场；4个进港航班中
途返航；72个进出港航班被迫取消，其中
35个进港航班顺延至昨日执行，37个出
港航班推迟到昨日补班，致使上万名旅
客滞留机场。由于大量航班积压到昨日
执行，致使双流机场昨日的航班数量达
到了创纪录的762架次。

据介绍，未来48小时双流机场仍有
阵雨天气发生，并将对航班继续造成少
量的影响。目前成都地区已处于雷阵雨
灾害性极端天气的频发时期，希望乘坐
飞机出行的旅客时刻关注天气信息，或
与所乘航空公司和机场方面取得联系，
如广大旅客需查询航班动态信息，请拨
打：（028）85205555或85205333咨询。

吕俊明成都商报记者胡沛

成都商报讯（记者王渊）昨天是五
一小长假最后一天，从昨日中午开始，成
都中心城区的公路、铁路客运站迎来了
返程客流高峰。

截至昨晚7:30，新南门车站全天运
送旅客2.2万人次左右，是平时的两倍。
平时，该车站全天的运送量为1.2万人次
左右。五桂桥成都汽车总站，昨日全天发

送旅客接近3万人次，并启用了80多台次
加班运力。而平时，该站的旅客发送量一
般在1.6万人次左右。
铁路方面，据成都火车站统计，小

长假三天累计发送旅客57.9万人次，
客流以中短途为主，方向集中在重庆、
达州、南充、自贡、宜宾、广元等周边
城市。

成都商报记者从高速交警部门了解
到，从昨日下午

1

时
30

分前后开始，成都周
边的成绵、成渝、成南、成雅、成温邛等高速
公路，均出现返程车流高峰。

雅西高速开通后， 回城车辆昨日明显
推高了成雅和成温邛收费站的车流量。不
仅如此，受追尾、擦挂等交通事故影响，部
分路段出现拥堵，昨晚

9

时前后，各条高速
的车流才陆续回落。

因连接雅西高速和成乐高速，昨日上
午
10

时许，成雅高速成都收费站的返城车
辆就开始增多。昨日下午

3

时许，成都商报
记者在成雅高速成都收费站看到，尽管进
城方向开了

10

个通道，但每条通道等候车
辆的排行长度大约

2

公里长， 数名交警不
停疏导车辆缴费。交警估计，昨日成雅高
速成都收费站的出站车流有

10

多万车次。

随着雅西高速开通，成温邛高速成都收
费站也迎来不同寻常的返城高峰。据值班班
长周杰介绍，截至昨日下午六点半，回城车
流量达到两万七千车次，比以往小长假多出
大约百分之三十。 此外，成渝高速、成南高
速昨日下午也出现不同程度的拥堵。

成都商报记者邱峻峰蓝岚王圣郭峰桑田

昨日，雅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但并
未出现4月29日那般拥堵现象。雅西高速
公司称，截至昨日18时许，雅西高速路上
的车流量约有六千余辆，前往西昌和前
往成都的车流量相差不大。
雅西高速交警执法支队二大队大队长

王超介绍，很多司机都在雅西高速汉源段
停车拍照，主要是因为汉源湖美丽的景色，
昨天至少都有上百人，这和首日差不多。

成都商报记者从雅西高速交警支队
获悉，虽然五一假三天路面情况整体比
较平稳，但整条路上违规现象突出，尤其
以随意停车拍照和超速为主，约有1800余

人违规将车停在高速路上拍照被批评教
育。还有200余人因故意遮挡号牌、超速、
不听劝阻等被交警拍照并录入系统，将
受到严处。

雅西高速交警支队称，接下来交
警将步入正常的勤务管理工作，可能
将对随意停车拍照等行为进行专项整
治，如在整治中发现违规行为，将直接
顶格处罚。

交警提示，驾驶员在雅西高速上一
定要牢记，不要超速、保持足够的车距，
严禁随意停车拍照。

成都商报记者蒋麟

成都至西昌班车今起加倍
雅西高速通车后，成都四个车站开通

了从成都到西昌的客运班线，每天共7个班
次。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各个客运站了解
到，小长假三天这条客运班线几乎车车爆
满，上座率基本达到100%。而途经雅西高速
的成都到攀枝花班线上座率在60%左右。
“每趟车都满员，市民到西昌旅游的

热情特别高。”成都东客站长途客运站相
关负责人表示，成都到西昌和成都到攀枝
花是车站开行的第一批长途线路。今日
起，东客站长途客运站发往西昌的班线将

从每天2班增加到每天4班。金沙车站、五块
石车站和石羊车站也将增加发往西昌的
班次。成都至西昌客运班线将由每天7班
增加至每天14班，增加一倍。

调整后班线基本集中在上午发班，这样
乘客可以在下午之前抵达。这4个开通成都
到西昌班线的客运站，都提供电话订票服
务。五块石车站：83100900 83118599 东站
汽车客运站：86307748 86307732；金沙车
站 ：87350091 87327623； 石 羊 车 站 ：
85316127 85314666。成都商报记者赵素冰

提醒
上周只教育这周要处罚

限行实施第一周为“适应期”，违反尾号
限行的车辆原则上只教育不处罚，随着“适
应期”结束，本周起将“逗硬”处罚。

上海飞成都航班起飞前接到电话———
“飞机上有炸弹”
上海警方昨日将编造“4·27”飞机“诈
弹”事件的嫌疑人蒲某押解回沪

■4

月
27

日晚，蒲某致电浦东机场，称
已在航班上放置炸弹，要求向其银行账户
汇入

100

万元人民币，否则将引爆炸弹
■

机场方面接到电话后马上要求所
有乘客重新安检，并未发现炸弹。该航班
因这一事件延误了近

5

个小时
■

蒲某称自己之所以作此举动，其
实是玩游戏的时候无意中听到游戏中的
人物对话

新华社电上海警方1日将编造“4·
27”飞机“诈弹”事件的犯罪嫌疑人蒲
某押解回沪，并以涉嫌非法传播虚假恐
怖信息将其依法刑事拘留。

1日上午，上海警方将蒲某押解回
沪。蒲某表示，自己之所以作此举动，其
实是玩游戏的时候无意中听到游戏中
的人物对话，自己也想模仿一下，“纯
粹只是一个恶作剧，没想到有这么大的
后果。”
4月27日晚，蒲某致电上海浦东机

场，称已在CA406航班（上海飞往成都）

上放置炸弹，要求向其银行账户汇入
100万元人民币，否则将引爆飞机上的
炸弹。除了给机场拨打电话，蒲某还通
过某语音平台向数千名听众发送信息。
录音显示，蒲某在电话中称：“只要我
这个遥控器轻轻一按，你这个飞机就完
蛋了。” 他还在电话中问：“要不要我
的账号，我不给你账号，你们怎么给我
钱啊？”

机场方面接到电话后马上要求所
有乘客重新安检，并未发现炸弹。该航
班原定当日18时30分从上海浦东飞往
成都，因这一事件延误了近5个小时。
当晚还造成浦东机场其他航班大面积
延误。目前蒲某因涉嫌非法传播虚假恐
怖信息被依法刑事拘留。

经过三天五一小长假，成都市二环路
及7条放射状主干道工作日部分时段尾号
限行的措施今起继续实施。今天是星期三，
按照尾号限行的规则，今日受限的车牌尾
号为3和8。

交警提醒，今日起，对于违反尾号限行
的行为，路面执勤警察和电子眼监控设备
将正式进行处罚。

今日受限，尾号3、8
今天是五一小长假后的首个工作日，

成都二环路及7条放射状主干道部分时段

尾号限行的措施继续实施。除公共汽车、出
租车、经备案的交通车和制式校车、旅游客
车、长途客车和特种车外，车牌中最后一位
阿拉伯数字为3和8的所有川A及外地籍号
牌汽车，均为今日受限车辆。

按照尾号限行规则，今日7:30至22:00，
受限车辆不得进入二环路全线行驶。7:30至
9:30、17:00至19:30，受限车辆不得进入解放
路 （新华大道成都旅馆路口至三环路川陕
立交桥）、蜀都大道东段（东风大桥东口至
三环路成渝立交桥）、蜀都大道西段（人民
西路路口至三环路苏坡立交桥）、红星路北

段 （新华大道红星桥路口至三环路成绵立
交桥）、红星路南段（锦兴路口至三环路桂
溪立交桥）、川藏路（一环路高升桥路口至
三环路川藏立交桥）、老成灌路（一环路西
门车站路口至金科北路路口）等7条放射性
干道行驶。

今起逗硬，罚款扣分
根据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此前公开的

消息，尾号限行实施的第一周为 “适应
期”，对于违反尾号限行的车辆，原则上只
教育不处罚。但根据交警公开的数据，在尾

号限行开始实施的第一天、第二天上午，分
别有2000多台次车辆因违反尾号限行被电
子眼记录。交警虽未对这些车辆进行处罚，
但一经发现都进行了纠正。
随着“适应期”结束，从本周开始，交

警将对违反尾号限行的车辆进行“逗硬”
处罚。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昨日表示，从今
日（

5

月
2

日）开始，路面执勤民警和电子眼
监控设备将正式对违禁车辆进行严格查
处。违反尾号限行的，将按照违反禁令标
志，处以罚款100元，记3分。

交管宣成都商报记者王圣

111个新电子眼“到岗”
为保障尾号限行的实施， 成都市电子

警察二期一阶段项目的
450

个电子眼已经
完成号牌识别功能的升级。而在二环路及

7

条放射状主干道管控区域内，新安装的
111

个电子眼也均已到位。 对电子眼采集的违
法信息，市民可通过电话（

028～68188888

）、

网站（

www.cdjg.gov.cn

）和各分局违法处理
大厅的触摸屏等渠道进行查询。

尾号限行恢复今起“逗硬”处罚
违规者罚款100元、记3分

成都商报讯（记者雷浩然） 今年五
一小长假，蓉城各大旅游景区（点）吸引
了大量游客。昨日下午

5

时许，市假日办
发布消息称，小长假期间，全市接待游客
超
500

万人次， 其中旅游收入更是一举突
破
20

亿大关。

据市假日办统计，在假日期间，平乐古
镇接待游客

38.0

万人次，同比增长
80.95%

；

武侯祠接待游客
3.88

万人次， 同比增长
7.78%

； 朝阳湖景区接待游客
7.95

万人次，

同比增长
135.91%

；国色天乡主题乐园接待
游客

10.2

万人次，同比增长
8.76%

；黄龙溪
接待游客

35.55

万人次，同比增长
2.63%

；青
城山景区接待游客

9.78

万人次， 同比增长
3.82%

；都江堰古堰景区接待游客
7.60

万人
次， 同比增长

5.41%

； 街子古镇接待游客
18.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5.58%

……

市假日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五一
期间， 全市旅游接待人数及旅游收入均有
较大幅度增长。共接待游客

541.2

万人次，同
比增长

26.4%

，其中接待过夜游客
151.5

万人
次，同比增长

16.0%

；接待一日游游客
389.7

万人次， 同比增长
30.9%

。 旅游总收入达
22.41

亿元，同比增长
34.2%

。短线游、近郊游
依然是小长假出游的主要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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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长假三天，成都到西昌客运班线上座率几乎100%，到攀枝花
的班线上座率在60%左右。雅西高速的通车点燃了成都市民到攀西
度假的热情。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今日起成都到西昌客运班
线将从试运营期间的每天7班增加到14班，依然接受电话订票。

雅西高速违规现象突出
主要以停车拍照和超速为主

同步播报

同步播报

成都五一小长假
旅游收入破20亿

数字
一天内两千多台次车辆“遭闪”

尾号限行实施的第一天、 第二天上午
（上周），分别有

2000

多台次车辆因违反尾
号限行被电子眼记录。

今日限行尾号3、8
4、9明日限行尾号

14趟

雅西高速带火成雅高速

762架次

火车站昨迎返程客流高峰
57.9万人次

返程偏遇雷阵雨
双流机场史上最忙超200人将受罚
4月30日晚10时10分
机场启动“灾害性天气预警信息”
4月30日晚10时40分
停航关闭两小时
5月1日零时38分
第一个进港航班降落
5月1日1时14分
第一个出港航班起飞

1

日，成都市成南高速出口迎来五一假期结束后的返程高峰成都商报记者王勤摄

五一到西昌旅游成为很多人的选择

接下来交警将步入正常的勤务管理工作，可能将对
随意停车拍照等行为进行专项整治，如在整治中发现违
规行为，将直接顶格处罚。

特别
提醒

东客站长途客运站每天4班，发
车时间分别为：9时、10时30分、12
时、13时30分；

五块石车站每天4班，发车时间
为：8时30分、10时30分、11时30分、
13时30分；

金沙车站每天4班，发车时间为8
时、10时、11时30分、12时30分；

石羊车站每天2班，发车时间为9
时30分、11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