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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考察 中央领导不住“总统套间”

星期六

改进工作作风“八项规定”出台以来，中央领导同志率先垂范

理性 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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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市区 阴天，局部有小雨夹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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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领导到外地考察，一路轻车简从、减少陪同，不挂
标语横幅，不封山、不封路
无论是研究经济形势，还是研讨防艾治艾，座谈会不
念稿子，受邀群众和专家直言问题和困难，讲实在话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会场没有一棵花草植物，压缩了工
作人员数量，会议用小轿车也从过去的15辆减少到10辆
厉行勤俭节约上，外出考察中央领导不住“一号楼”
或“总统套间”，饮食也严格按照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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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深入推进北改工程

央视《新闻联播》昨晚头条
这一年

关注成都北改

十年
难拆

10年前，政府、产权单位就多次提出过改造曹
家巷的想法，然而测算下来改造资金高达30亿元，
再加上居民们难以协调的利益， 每次改造都最终
流产了

自治
改造

2012年，成都启动北改民生工程。为把各级政
府都头疼的拆迁问题办得让老百姓满意， 成都换了
一个新思路， 开始在曹家巷改造中探索一种创新社
会管理、构建和谐社会的新模式——
—居民自治改造

评估
房屋

经居民民主投票， 曹家巷成立了居民自治改造
委员会，既和政府打交道，又要反映居民的需求，以
此推进曹家巷改造项目进行。2012年12月18日，曹
家巷改造项目召开了动迁会。目前，评估公司正在对
曹家巷的房屋情况进行评估

红星路，骑车人昨捂得严严实实 摄影记者 刘畅

今日小寒
最冷的时段来了
从字面上理解，大寒要比小寒冷，
但在气象记录中，小寒往往比大寒冷，
因为小寒节气正处在 “出门冰上走”
的“三九”寒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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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查获
假冒“999感冒灵”

04

02

幸福来自爱心之都
帮助别人是我最大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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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昨启动

火车北站路口不仅交通流量巨大， 又有地铁1号
线在地下，施工必须小心谨慎。为了保证安全，专门定
制了搓管机，该设备是根据此节点施工情况安装而成
“元旦大家都没休息，我们计划本月底把所有的
桩基完成，接下来就可以施工承台、盖梁、墩柱了”

供气橙色应急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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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1·4 爱你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 没追上天长地久
成都中心城区昨共有3143对新人领证，尚未突破2009年9月9日峰值

中心城区
领证峰值
2013年1月4日

3143对
3339对
各城区昨领证数

高新区：425对
武侯区：480对
锦江区：458对
成华区：572对
金牛区：599对
青羊区：609对
3对新人在锦江区婚姻登记处领到结婚证 摄影记者 陶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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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释疑“抢黄灯”四大疑问
●车到路口减速慢行， 在30
公里/小时内， 与前车保持安全车
距，可尽量避免追尾和抢黄灯
●是否设置或改建倒计时信
号灯， 各地应根据各自的经济发
展水平、交通流量等决定
●各地应该按照同一标准贯
彻实施，因此，各地关于抢黄灯的
处罚也应该是一致的

成 都 商 报 讯 （记 者 王 楠 ） 受连日雨雪
天气的影响，成都市区用气负荷急剧上升，
1月3日单日供气量达到446万立方米，但仍
存在45万立方米的供气缺口。昨日，市燃气
公司在报经市能源办同意后， 正式启动供
气橙色应急响应。
市燃气公司生产部经理吴麟介绍，自3
日起， 中石油每日比元旦前增供10万立方
米，中石化也比12月每日增加10万立方米，
日供气量达到446万 立 方 米 ， 同 比 增 长
9.6% ，但仍存在45万立方米的日供气缺口。
按照《成都市天然气有序供应预案》的优
先顺序，在应急响应启动后，首先保障的是
居民生活、公共服务设施、公交车、出租车、
环卫车的C N G 用气，然后是特种工业的用
气。企业单位的食堂用气不在限停范围内。
鉴于C N G 站将根据市能源办要求，停止对
社会C N G 车辆加气，社会C N G 车辆应到三
环沿线及以外的子站加气。
昨日上午11时35分， 成都电网最大网
供负荷达789万千瓦，创下历史新高，同比
增长20.09% 。据了解，当前成都电网实际最
大负荷承载能力为740万千瓦。成都电业局
相关负责人透露，该局已对新都、双流、新
津等局部地区进行避峰、错峰和负荷控制，
严格按照“压工业保民用”的原则，尽力确
保城乡居民生活、重要负荷用电需求。

澳大利亚矿产项目
成都地奥获12个勘探权

2009年9月9日

●黄灯亮起时， 只要机动车
车身任何一部分已越过停止线，
车辆可继续通行，不视为抢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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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纵液晶面板价格
罚6家企业1.44亿

二环火车北站节点
定制搓管机保证桩基安全

“撑伞妹妹”甘露、“孝心弟”谢才彬、“正义叔”
戴克友、“大小仁义哥” 王冬和小廖、“最美司机”高
洪明、“油条哥”李刚、“救水女侠”吴永秀……
他们这些生活在成都的普通人， 用自己的善举
和爱心，让这座城市变得更美、更温暖、更幸福

运渣车冲两次红灯
司机至少停开一年

2013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新交规，
对闯红灯、开车打电话、不系安全带等行
为进行严格处罚， 得到人们的赞许和拥
护。不过，关于“抢黄灯”扣6分的规定则
引发了争论。

疑问一：黄灯的功能变了吗？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表示， 当黄灯亮
起时， 只要机动车车身任何一部分已经
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不应
当认定为抢黄灯。 未越过停止线的车辆
要停止通行。 现在把红黄灯都视为
“闯”，是不科学的，不符合交通信号灯
的设置初衷。
这位负责人说， 黄灯原本是对司机
以警示、对交通以缓冲。之所以做出如今

的规定， 是因为近年来在黄灯时区内发
生了不少交通事故。 而事故的根本原因
是缺乏必要的交通安全意识， 甚至使原
本是警示灯的黄灯变成了 “加速预告
灯”。“抢一秒，毁一生。”抢黄灯也许节
省了几秒甚至是一秒， 但可能就会发生
车毁人亡的惨痛事故。 必须提醒广大驾
驶人，为了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驾车
通过路口时一定要遵守交通信号， 保持
安全间距，不闯红灯，不抢黄灯。

都是没有履行上述义务的违规行为。
该负责人表示，《道路交通安全法实
施条例》第四十五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
上行驶不得超过限速标志、标线标明的速
度。据此，并结合我们的工作经验，一般情
况下，在路口时速度应不超过每小时30公
里。如果是在这个速度范围内的话，只要
驾驶人注意力集中、 与前车保持安全车
距，行经交叉路口时减速慢行、谨慎驾驶，
“抢黄灯”和追尾事故是可以避免的。

疑问二：处罚抢黄灯易致追尾？

疑问三：倒计时信号灯能否推广？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认为， 机动车行
至交叉路口或者人行横道之前， 就应该
履行减速缓行、停车让行的义务。网友反
映的“刹不住车导致追尾”的情况，很多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 是否设置
或者改建倒计时信号灯， 各地应根据各
自的经济发展水平、机动车数量、交通流
量等情况决定。 公安交管部门将认真听

取意见，积极采纳、不断改进。
据了解，目前，倒计时车行信号灯主
要是在采用固定放行时间的路口使用，
因为这些地区交通流量相对少， 通过率
也固定。 而智能红绿灯更多的是在交通
流量相对多、通过率不太固定的路段。

疑问四：为何各地处罚不一？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认为， 道路交通
安全法、 道路交通法实施条例在全国具
有普适性， 各地也应该按照同一标准贯
彻实施，因此，各地关于抢黄灯的处罚也
应该是一致的。
这位负责人表示， 大家之所以关注
到执法技术问题， 还是因为缺乏必要的
（人民日报）
交通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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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都 商 报 讯 （记 者 余 文 龙 王 楠 ） 昨
日，市商务局发布消息，成都地奥集团在澳
大利亚投资1200多万美元的矿产项目已取
得12个勘探权， 铜矿和煤矿开发项目正同
时推进。
制药的地奥为何会“跨行”进军矿业？
地奥集团宣称，公司管理层制定了“稳定发
展制药业，全面介入能源产业”的战略，希望
将能源矿业打造成“第二主业”。公司的最
终目标，是要将矿业能源公司建设成像地奥
药业一样，在国内尤其是西南地区人才及其
技术和管理水平领先的企业。
据省商务厅统计，截至2012年底，全省
累计近40家企业在海外投资矿产， 投资额
近13亿美元。 民企汉龙集团通过两次成功
的海外并购掌握了全球30% 的钼矿资源，
取得了钼矿资源全球话语权。 汉龙集团全
资要约收购澳大利亚矿业巨头SD L公司，
已通过商务部批准。 加上日前获批运营的
希望山项目，汉龙集团掌握的钼矿资源，已
居世界原生钼资源之首。

全国180万人今日考研
成都商报讯 （记者 江浪莎）2013年的
第一场大考——
—全国硕士生入学统一考试
将于今日上午8:30拉开大幕， 四川共有
64389名考生报名， 较去年增加了8.4% ，他
们将在全省17个考点里答卷。 为了进一步
规范考场公平，杜绝高科技作弊行为，今年
所有统考科目采用“一题多卷”模式。
2010年，四川省48562名考生报考研究
生 ，2011 年 为 52746 名 ，2012 年 增 至 59401
名，今年一举突破6万大关，达到64389名。
放眼全国，180多万考研大军奔赴考场，再
创历史新高。

尾号限行提示

今日限3、8 明日限4、9
成 都 商 报 讯 （记 者 王 圣 ） 市交管局提
醒，根据尾号限行规则，在二三环间尾号限
行区域，今日限尾号3和8，明日限尾号4和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