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爽翻！

我省彩民一人独中2936万

成都商报讯（记者 董馨）

4月6日，福

彩双色球第2014037期开奖。开出的红球

号码为24、14、25、30、06、13， 蓝球07。当

期双色球头奖中出18注， 单注金额高达

587万元。当期，四川彩民一夜狂揽6注一

等奖， 成为今年以来我省中出双色球一

等奖最多的一期。

本期6注一等奖竟然都出自阿坝州，

其中松潘县5注，中奖地址为松潘县小河

乡丰河村第51320031号投注站； 马尔康

县1注，中奖地址为马尔康县崇列街99号

第51320040号投注站。这意味着，阿坝州

彩民一夜之间收获了超3500万元的奖

金。 而来自松潘县的中奖彩民更是以一

张20元的5倍倍投（2注）彩票一人独揽5

注一等奖，收获高达2936万元的奖金。据

悉， 该2936万元大奖不仅跻身了全省双

色球大奖排行的第４名， 更成为阿坝州

有史以来最大的单人中奖纪录。

松潘县中奖站点的销售人员介绍，由

于近来受双色球奖池影响，使用倍投和复

式的彩民较多，因此对中得该千万巨奖的

彩民还不能对上号。马尔康县中奖站点的

销售员也表示， 由于最近双色球奖池充

裕，购买双色球的彩民很多，也不能确定

是哪个幸运儿中奖。看来，要等大奖得主

现身后，才能揭开他们的神秘面纱了。

进入2014年以来， 我省彩民已拿下

一等奖18注。目前，双色球仍处于高位奖

池，更容易激发彩民选用多倍投注、复式

投注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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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亚海上时光酒店位于大东海旅游度假区，榆亚大道428号，
酒店房间为180度一线海景，海上鲜餐厅提供优雅的用餐场地。

预订热线：
0898-38252888-8866，13006009790。

三亚海上时光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入住任何房型即可免费使用车
辆（各种不同车型）、免费提供
早餐及一顿正餐。即：

房+车+餐，
只需398元/天

时间：即日起接受预订，入住时间为5月1日开始。

今明两天有小雨

昨天成都的天空有几分阴霾， 上午

阳光努力“挤开”云层，想要给假期后上

班的小伙伴带来好心情。 下午天空飘洒

零星小雨，最高气温23.1℃，有几分闷热

的味道。根据预报，今天白天，成都以阴

天间多云为主，傍晚开始局部地方将有

零星小雨。之后两天，阴天将是天空的

主旋律，仍不时有零星小雨洒落，但气

温不会有很大波动，最高气温仍在22℃

左右徘徊。

全省来看，预计今天白天，盆地东北

部和盆地南部多云转阴，盆地其余地方阴

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方有中雨；川西

高原阴天间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雪），

凉山州阴天间多云， 部分地方有阵雨，攀

枝花市多云。今晚到明天白天，盆地各市

阴天，大部地方有小雨，东北部和南部局

部地方有中雨。

成都商报记者 王梅

处理电子眼，人和驾照都要拍照

昨日下午，家住成华区的市民王先生来

到交警五分局车管服务大厅处理电子眼违法

记录。王先生发现，除了自己面前的摄像头要

对自己头像拍照外， 另一个摄像头还对驾驶

证和身份证进行了拍照。

成都商报记者从城区各交警分局了解

到，为了打击“买分卖分”现象，交警窗口在

处理电子眼罚单时， 均要对前来接受处理的

当事人及其驾驶证、身份证拍照存档。“后台

将对当事人与身份证件上的图像信息进行比

对。”有交警称。据了解，除了交警窗口，邮政

代办窗口也需要进行上述拍照。

去年以来，根据公安部交管局相关指导

意见， 公安交管部门在根据交通技术监控记

录资料处理违法行为时， 要严格审核违法行

为证据反映的机动车、驾驶人信息。其中，“持

证人相貌是否与驾驶证上的照片同一”就是

审核的重点内容之一。 因此， 使用身份证读

取、 当事人图像采集等技术和设备被应用在

交通违法处理窗口。

想买卖分？部分电子眼拍车又拍人

从去年5月1日起，对包括“在一年内同一

驾驶人为非本人所有的3辆以上不同号牌机

动车接受违法处理的”“在一年内3名以上的

驾驶人(不包含机动车所有人)为同一号牌机

动车接受违法处理的”等5种情形，需要交警

进行询问查验合格后方可处理罚单。

目前，成都各交警分局均设有“电子眼查

验岗”，对涉嫌代替他人接受处理的行为组织

调查。 调查的重点， 就是涉嫌通过非法中介

“买分卖分”的行为。城区一交警分局的民警

透露，在对该类行为进行调查时，为了确认前

来处理违法的人是否是违法当事人， 可以通

过电子眼抓拍的图像作为证据进行比对。

“现在一些高清探头已经能够较为清晰地

显示违法当事人。”民警分析，即电子眼在对

违法车辆进行抓拍的同时， 还要采集违法当

事人的图像。如果违法当事人是男性，前来处

理的却是女性，或者相貌差异明显，就能够通

过图片比对甄别出来。

那么，这种“拍车又拍人”的模式进展如

何？目前的电子眼抓拍照片中，已有少部分高

清电子眼能够在拍摄违法车辆的同时， 抓拍

违法当事人的图像。

据了解，去年以来，成都交警已经处理多

名买分卖分的当事人。因为谎报案情、提供虚

假证言影响公安机关办案， 这些当事人多被

处以行政拘留。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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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尾号限行

3� 8

莴笋

1.20

元

黄瓜

3.00

元

平菇

5.00

元

苦瓜

4.50

元

茄子

3.00

元

冬瓜

3.00

元

韭菜

4.00

元

蘑菇

5.00

元

瓣蒜

4.00

元

红薯

2.50

元

土豆

2.50

元

花菜

2.00

元

独蒜

10.00

元

青油菜

2.00

元

大白菜

2.00

元

四季豆

4.50

元

圆莲白

1.00

元

西红柿

3.00

元

大青椒

2.50

元

老南瓜

3.50

元

长萝卜

0.80

元

鲫鱼

10.00

元

草鱼

9.00

元

冻带鱼

15.00

元

猪肘

10.00

元

排骨

15.00

元

猪肝

8.00

元

五花肉

11.00

元

今日菜价

成都商报记者 刘涛

以上仅供参考，具体以卖场或菜市场售价为准

（单位：斤） 万年综合农贸市场

览资讯

电影新播客

苹果、安卓手机用户可在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码上控”下载安装

《命中注定》

神奇的箱子能预演

30

秒之后的未来。或许预

测了未来，却输在此刻

老成灌路上开建两下穿隧道

2.6公里道路封闭施工

连接郫县与成都主城区的重要道

路———国道317线将进行升级改造。昨

日郫县宣布，从即日起对国道317线老

成灌路金牛界至太清路沿线（暂名红

光大道）进行改造，先期将启动犀浦

站站前下穿隧道、 犀安路下穿隧道工

程建设，两下穿隧道预计2015年2月28

日完工。

据悉， 为了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

缩短施工周期，尽可能减少影响，将封

闭2.6公里道路施工。

（张强）

今起新开两条公交线路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公交集团获悉，

今日起将新开240路支线公交和1074路社

区巴士线路，同时暂停225路。240路运行区

间为中和大道公交站———环球中心站；

1074路社区巴士线路运行区间为天仁北一

街站———天仁北一街站单循环。

兑彩票

●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销 “排列

3

和排列

5

”第

14090

期排列

3

直选中奖号码：

838

， 全国中奖注数

6145

注，

单注奖金

1000

元； 排列

5

中奖号码：

83896

， 全国中奖注数

9

注，单注奖金

10

万元。

●

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第

14039

期

开奖号码：

3734606

，一等奖

1

注，单注奖金

500

万元；二等奖

6

注，单注奖金

72704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云贵川联销“天天乐”（

22

选

5

）第

2014090

期开奖结果：

18

、

01

、

08

、

14

、

10

。一等奖

0

注，

单注奖金

0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3D

”第

2014090

期开奖结果：

482

，单选

13213

注，单注奖金

1000

元，组选

3

，

0

注，单注奖金

320

元，组选

6

，

43855

注，单注奖

金

160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

2014038

期开

奖结果：红色球号码 ：

23

、

07

、

24

、

22

、

33

、

04

，蓝色球号码 ：

16

。一等奖

9

注，单注奖金

5000000

元。二等奖

111

注，单注奖金

293443

元。滚入下期

奖池资金

95544036

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防止买卖分 窗口处理罚单要拍照了

成都部分电子眼能“拍车又拍人” 能够通过图片比对甄别违法当事人

少部分高清电子眼在拍摄违法车辆的同时，能够抓拍违

法当事人的图像。如果违法当事人是男性，前来处理的却是

女性，或者相貌差异明显，就能够通过图片比对甄别出来。

“史上最严交规”

（公安部123号令） 实施

一年有余，近日，公安部交

管局相关负责人指出，将

进一步完善交通技术监控

设备， 准确采集驾驶人图

像等信息， 加大对违法图

片的审核力度， 核实前来

处理违法的驾驶人和违法

当事人是否一致， 以遏制

越来越猖獗的 “买分卖

分”现象。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

了解到， 在成都处理电子

眼违法记录时， 前来处理

违法的当事人，及其驾照、

身份证都必须要接受拍

照。在对涉嫌“顶包”的情

况进行查验时， 高清探头

采集的违法当事人图片，

将被作为证据进行比对。

防止买卖分的技术支撑

� � � �交警窗口在处理电子眼罚单时，均要对前来接受处理

的当事人及其驾驶证、身份证拍照存档。后台将对当事人

与身份证件上的图像信息进行比对。

成都市政协常委、 四川广力律师事务所

律师蒲虎认为， 若想从根本上解决和制约买

卖分数的行为， 一方面要提高交通参与者的

守法意识；另一方面，相关部门必须提高监测

交通违法设施设备的技术水平和科技含量。

只有严密的监测设备和提高执法力度相配

合，将每一起交通违法，都查清和落实到相关

责任人身上，让真正的违法人员一个不漏、一

个不枉地受到处罚，这才是“治本”之策。

成都商报记者 王圣 摄影报道

律师：双管齐下，才能遏制买卖分

东南西北内侧外侧……方位词太多，137路公交车站名让乘客傻傻分不清

让人犯晕的137路站点 本月要改名了

昨日下午，市交委相关负责人和市民代表

等众多人员， 来到137路南三环路三段外侧站

等几个站点进行实地考察。站点周边是否有小

区楼盘、医院、学校……都在考察范围内。

“路名要有文化，但更要规范。”西南

交通大学教授蒋阳升建议，公交站名命名

时要考虑长久性，不能经常变动，否则会

增加市民公交出行的难度。同时又要精准

定位，在定位方面，尽量以枢纽站点、市政

基础设施、学校医院等进行命名，方便市

民记忆。

市人大代表、成都理工大学教授方方建

议，内侧外侧一定要在站名中保留，这样更

加方便市民定位。对已经命名的公交站点在

修改时一定要慎重，避免对已经习惯站点名

称的市民造成新的困扰。

“现行的名字很准确，但确实机械了一

点。”市交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现行命名方式

有一定的指示性、方位感，但是站点名称较

长，部分站点出现了五个方位词，比较拗口，

念起来像绕口令，容易形成东西南北、内侧

外侧、一段二段三段四段的各种组合。接下

来将结合市民的意见和出行需求，在保证方

位感和指示性的前提下，对三环公交线路站

点进行适当简化和调整。

昨日下午， 经过一两个小时的讨论，三

环路公交站点命名的调整原则基本确定：将

适当简化现有站点的命名方式，以便于市民

的辨别和记忆； 站点临近三环路两侧道路、

桥梁，成熟小区的，应尽量结合道路、桥梁、

小区命名；三环路与放射线相交的立交桥指

示性和方位感强，应保留以立交桥命名的站

点；除三环路立交桥外，其他与三环路相交

的放射性道路两侧基本不互通，同时两侧道

路名称基本不一致，可不必考虑两侧命名的

一致性。

看清楚哦

这7个站点

改成这些名字

市交委负责人表示，目前，三环路周边

地块和道路都有比较大的发展和变化，站

点名称也可能将随之改变，但“内侧”“外

侧”将继续保留。据透露，本月内，137路初

步有7个站点将“改名换姓”：

“北三环路二段中内侧站”更名为“三

环商贸大道口内侧站”；“北三环路二段中

外侧站” 更名为 “三环商贸大道口外侧

站”；“西三环路三段内侧站”更名为“三

环光华大道口内侧站”；“西三环路三段外

侧站”更名为“三环光华大道口外侧站”；

“三环路大件路口西外侧站”更名为“三

环创业路口西外侧站”；“三环路大件路口

东外侧站”更名为“三环创业路口东外侧

站”；“三环路大件路口西内侧站”更名为

“三环创业路口西内侧站”。

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透露， 一些其他

站点的修改将逐步展开。据透露，成都每年

因为道路施工等原因，将调整400多条次的

站牌设置。 市民如果对公交站点名称还有

建议意见，可以在市交委官方微博“成都

交通运输”及公交集团官方微博“成都公

交”以及官方网站留言。

成都商报记者 赵素冰 刘海韵

“西三环路四段北外侧站”“西三环路四段外侧站”“西三环路四

段中外侧站”……听到这些站名，你是不是傻傻分不清？没错！这些都

是成都137路公交车的站名，遭到不少网友的吐槽。

昨日下午，成都市交委联合公交集团及相关专家、市民代表、市

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来到三环路实地考察，讨论三环路公交站命名

修改方案。据悉，本月内，三环路沿线的7个站点将更名，让站名更加

直白。市交委表示，还将陆续更改一些指向不明确的公交站名。

成自泸高速交警：

二峨山隧道

限速80公里/小时

昨日，成自泸高速交警一大队公

布辖区近日新增的5套电子眼的具体

点位。交警特别提醒，成自泸高速的

“瓶颈路段”二峨山隧道限速80公里

/小时，车辆切勿超速行驶。新增的5

套电子眼，分别位于成都往泸州方向

18公里处、24公里处、60公里处，泸州

往成都方向82公里处、37公里处。这

些电子眼均具备瞬间测速、 区间测

速、卡口、监控等功能，将实时记录所

有通过车辆。近期，依靠这些电子眼，

警方已连续破获3起盗车、 偷油及肇

事逃逸案件。

据了解， 前日的清明小长假返程

高峰期间，交警采取临时措施，将二峨

山隧道最高限速临时提高20公里/小

时，有效缓解了拥堵情况。交警介绍，

随着交通恢复正常， 该隧道的限速也

恢复到固定限速值80公里/小时，请过

往车辆留意道路交通标志。

（王圣）

三环路环线公交由136路和137路接力

完成，由于加入了东南西北、内侧外侧等方

位词，137路公交站名被网友们调侃为“最强

大脑都扛不住”的站名。昨日，成都商报记者

体验了一把这路往返于茶店子公交站和十

陵公交站的137路公交车。

从茶店子公交站到十陵公交站，一共有

55个公交站，全程共约32公里，全程跑下来

将近2个小时。 让市民大呼头晕的要数站名

了，西三环路四段北外侧站、西三环路四段

外侧站、西三环路四段中外侧站、西三环路

四段南外侧站……与此类似的站名有40余

个。有网友调侃：视力不好、听力不好的人还

是别乘坐137路公交车了。

乘客罗小姐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坐其

他公交车时一般都要戴耳机听歌，坐这趟车

简直不敢听歌，必须仔细听报站，不然容易

坐过站。”

方位词太多 乘客傻傻分不清站名

“成都人都说左拐右拐，很少人说东南西

北。”市民贺先生表示，本来就分不清楚东南

西北，一个站名里还出现多个东南西北，更是

让人云里雾里，“公交站名不能说大白话吗？”

这些让人犯晕的公交站名是如何出炉

的？市交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由于三环路为

城市快速路，两侧缺乏地标性建筑，同时两

侧道路名称不一致， 甚至完全没有互通。在

最初运行三环路公交线路时，站点命名方式

只能依据道路名称而来。

他进一步解释说，市区公交站点的命名

很明确，比如“总府路站”“清江东路站”，

还有一些以公园、医院等大型市政设施命名

的站点，比如“人民公园站”“天府广场站”

“一医院站”，对市民来说很好辨别，也非常

有导向性。三环路公交运行之初，三环路周

边很少有参照物，相交道路都非常少，只能

以这样的方式来命名。

站名咋来的 运行之初缺乏地标建筑

实地调查 部分站名是“有些机械”

最新进展

网友评论

@

珍珍

zhenzhenJJ

：

坐137路从来没

搞清楚过我该在哪个站下， 只是看到熟悉

的房子知道该下了。

@MSjustso

：

哈哈，表示每天都坐137

路。还好，我在最短名字的“武青桥站”下

车，无压力。

@lotus

矢志不渝：

作为成都人，说实

话，上次我坐这个，开着手机地图都坐过站

了，分不清。

同步播报

解决行人过三环路

城东客运中心外6月建天桥

城东客运中心外因为常有行人横

穿三环路并造成多起事故， 当地群众

一直呼吁修建人行天桥。昨日，成都市

规划局正式发布公告称， 已在该处规

划了一座人行天桥，计划将于今年6月

开始建设。

（辜波）

交警电子眼受理窗口，摄像头（圈内）要对驾驶证、身份证、违法当事人进行拍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