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日凌晨

科华北路一处电缆

线因线路老化掉落

链接

“我们的电缆走的是地下，不在上边。”自称

来自电信公司的现场抢修人员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事发电缆并不属于电信公司，而是属于移动、

联通、长城宽带等。电缆线被剪断后，道路逐渐恢

复畅通。现场抢修人员介绍，被剪掉的线很可能会

导致多个区域的网络、通讯中断，因各个公司的线

路用途不同，影响范围也不一定。

成都商报记者从移动和联通公司获得证实，

掉落电缆确实属于各公司的环线网络， 被剪断后

并未造成大面积断网的情况。 而长城宽带相关负

责人介绍， 这次事故对该公司部分上网用户造成

了影响， 出现大面积断网等情况， 但在记者发稿

前，故障已得到修复。对于电缆的权属，上述公司

均表示只对自家线路负责。

昨日上午， 在事发地点附近打扫卫生的清洁

工王先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清晨5点过，他开始

上班时，就看到电缆线已经落下，距离地面不足一

米高，来往的车辆被堵在路上。

王女士经营的云驭风书店距离事发地点仅二

十米左右。她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昨日凌晨三四点

钟，科华北路上“哐当”一声巨响，把她从睡梦中

惊醒。“那个声音很大，把我吵醒了，但是我没有

起床，继续睡觉了，不能确定电缆线是不是那个时

候脱落的。”

成都商报记者从警方处获悉， 电线脱落属线

路老化自然脱落，不是事故造成。“暂未发现车辆

因超高直接擦挂电缆线造成（电缆线坠落）！”交

警一分局民警称，根据警方目前的调查，电缆线不

是被货车直接拉下来的，系自然脱落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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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程马拉松慈善跑

月底起跑 快来报名

成都商报讯（记者 雷浩然）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高新区获悉，由

成都高新区联合新川创新科技园发起

的“半程马拉松慈善跑”活动本月底

将在成都高新区起跑。据介绍，该活动

已连续成功举办两年， 本届活动预计

将有超过2000名来自社会各界的企业

和个人报名参加此次跑步盛会。

比赛将于本月29日正式起跑。本

届半程马拉松慈善跑以 “为希望起

跑”为主题，除10公里和21.0975公里

两个比赛级别外， 组委会还专门设置

了“新川彩色跑”创意活动。

今天起， 广大市民可通过网上报

名的方式报名。“我们选择再度与新

川创新科技园区携手举办今年的半程

马拉松慈善跑活动， 是因为新川创新

科技园在天府新区的重要地位， 我们

相信该活动将成为成都乃至天府新区

的广大市民参与度最高和最具创意的

公益活动。” 据项目负责人介绍，“本

届慈善跑活动不仅继续提供半程马拉

松和10公里的比赛项目， 还首次策划

了距离为5公里的 ‘新川彩色跑’活

动， 今年的慈善跑活动将呈现一场更

加壮观的色彩派对， 希望成都市民和

园区企业踊跃报名。”

“全国最好的比赛场

地，水最干净、最清、最宽、

最深， 我们在这里发挥得

非常好！生态环境也好，天

空最美……”11月9日，金

堂铁人三项赛场， 顺德乐

从队力压群雄夺得200米

直道赛冠军,赛后，该队领

队劳剑辉兴奋地说。之所以

对金堂的生态环境和水大

加赞赏，是因为顺德乐从队

作为传统龙舟强队，成立之

初训练所在的沙良河，溅

起的河水使队员过敏发

痒，这让队员们记忆犹新。

水好！ 这仅仅是天府

水城金堂承办中国龙舟赛

总决赛一个亮点。 更重要

的是， 龙舟赛产生的蝴蝶

效应将引发一系列连锁反

应，带动金堂县的“龙舟

经济”， 并全面推动天府

水城金堂运动、 休闲和旅

游业转型升级。

中国龙舟总决赛决战金堂 赛出一个天府“龙”城

金堂县全面推动旅游业转型升级

不止是龙舟赛，金堂县还举办了一系

列大型文化体育赛事， 包括中国·成都第

二届、第四届、第五届自行车车迷健身节

（金堂站）；2012年、2013年成都·金堂国

际铁人三项赛，2014年“金泉源杯”成都·

金堂铁人三项世界杯赛等国际国内体育

大赛；以及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中国·

成都汽车音乐节等全国性文化活动。今年

11月下旬，“天府古镇音乐节” 还将在金

堂县五凤古镇举行。 金堂县依托赛事、会

展、 节庆活动， 有效带动了辖区餐饮、住

宿、会务等接待设施的提升，进一步彰显

了“天府水城、生态金堂”的城市魅力，推

动金堂各项旅游指标持续快速增长。去

年，金堂县实现旅游收入5.06亿元，比2008

年分别增长207.4%和468.5%。 今年1~10

月，金堂县接待游客560.73万人次，实现旅

游收入5.852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59%和

27.17%，旅游业正逐步成为金堂县域经济

的重要增长点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

代服务业。

金堂交通便捷， 对内以金堂大道、五

福大道为骨干的“十字交叉、干支相连、布

局合理、城乡一体”交通综合路网体系正

逐步完善， 对外在现已开通的成绵高速、

成南高速、成德南高速基础上还将开通成

都二绕高速、中金快速通道、五洛大道等

交通道路， 县城距成都市区20分钟车程。

目前，金堂县正深入实施省委“三大发展

战略”和市委“改革创新、转型升级”总体

战略，精心打造港中旅金堂温泉度假区旅

游业龙头，以及以毗河湾水上休闲项目和

金堂山休闲健身项目为核心的天府水城

休闲度假游， 以五凤溪国家4A级旅游景

区、千里沱江第一湾为核心的五凤古镇文

化体验游，以云顶石城、沱江小三峡为核

心的“两山一湖”山水生态观光游，以三

溪镇“中国脐橙之乡”、玉皇山养生谷、白

果“十里荷乡”等为核心的乡村休闲体验

游四大旅游主线，全力推动金堂县旅游业

转型升级，将金堂打造成为成都近郊运动

休闲宜居宜业的生态旅游目的地。

近年来，金堂县委、县政府将发展旅

游业作为拉动县域经济新增长的重要抓

手，引进成都文旅集团成功打造出山地文

化古镇五凤溪，并依托白马温泉和铁人三

项赛场成功携手港中旅集团。同时，深入

挖掘水元素、水文化，成功举办铁人三项

赛、龙舟公开赛等重大赛事，引进蓝光、恒

大、 沃尔玛等大批知名企业先后入驻，建

成了一批高端精品楼盘、酒店会所和商业

综合体， 全县旅游接待能力大幅提升，旅

游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摄影记者 王红强

金堂“龙抬头”

全面推动文化旅游业转型升级

在天府水城金堂， 龙舟赛正在悄然发生变

化。从单一的竞赛，转变成为以龙舟为媒，集中展

示金堂县经济、文化、艺术、商贸于一体的盛典。

今年的龙舟赛，引入了美食、旅游购物等多种元

素，使传统的龙舟活动充满了时代气息。还有企

业广泛参与到龙舟赛活动中，不仅为群众文化活

动提供了资金， 使其获得长期良性发展空间，也

为自身发展获得更高知名度，实现了双赢局面。

金堂县江河纵横，居千里沱江之首，县城水

域面积达5平方公里， 占城区总面积近三分之

一。城内河中绿波回环，多个岛屿点缀其中，飞

桥相映成趣，形成了“城在水中，水在城中”的

奇妙景观，是中国西部独一无二的水上城市，更

是一座有着千年端午赛龙舟历史的城市。 本届

中国龙舟公开赛总决赛选择在金堂县， 源于金

堂良好的水域环境、 空气质量和便利的道路交

通条件，县城赵镇距成都市区20分钟车程，沱江

水域直线距离也非常符合龙舟比赛的赛道要求。

不仅如此，金堂县城周围山地、浅丘镶嵌，

绿岛、梅林公园及北河、中河、毗河两岸宽窄不一

的滨河绿化带建设，自然形成了“城在水中建，

水在城中流，林在城中长，城在林中现”的自然

风貌。全长11公里的沱江小三峡水域面积24.5平

方公里。蜿蜒曲折、轻逸碧秀，两岸有为数众多的

景点和动人传说，三大支流毗河、中河、北河水质

良好，水流平缓，并形成了极佳的亲水环境，便于

开展各种水上休闲游憩和水上运动。优越的生态

环境和良好的水资源优势，为金堂县进行水上旅

游开发提供了要素支撑， 合理设计水上旅游线

路，丰富金堂县旅游产品组合，完善旅游产品体

系。2012年5月26日，中国龙舟协会正式授予金堂

县“中国龙舟之乡”称号。

目前，金堂县正致力于发展“龙舟经济”，

做好“水”文章。

金堂举办龙舟赛孕育“龙舟经济”

打造天府龙城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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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这么堵？

一条电缆

惹祸

昨日早高峰， 微博、 微信上一片

“堵”声，为什么？道路上159块LED交通

诱导屏提示：科华北路因电缆掉落影响

进出城双向通行。成都商报记者调查了

解到，科华北路电缆坠落引发大面积堵

车，受影响路段早高峰延迟1个半小时。

采访的

堵在路上

几公里开半个多小时

昨日， 科华路-红星路一线最为拥

堵。以事发地科华北路为中心，往北一

直堵到红星路下穿，长度约5公里；往南

则排至中环路，长度约4公里。

昨日9时， 成都商报记者驱车从红

星路二段出发前往科华北路。红星路二

段上车辆排着长龙缓慢行驶。 随后，成

都商报记者从庆云西街绕行，到致民路

时，车辆又开始拥堵，沿途顺江路、望江

路直到四川大学东门，交通一直处于拥

堵状态。几公里的路程，记者的采访车

行驶了半个多小时。

在现场， 只见科华北路中间隔离带

上，两三棵树处于折断状态。大量线缆横

在路上，大小车辆都过不了。据了解，除

直接受影响的科华路-红星路一线，牛

王庙-跳伞塔、二环路部分路段、天府大

道高管委路口-二环路人南立交、 望江

路片区（包括九眼桥、三官堂等）、一环

路部分路段等区域也被波及出现拥堵。

上班的

堵在路上

骑电瓶车都走不动

王女士住在科华北路蓝色加勒比

广场附近，昨日，她像往常一样八点半

左右出门，准备赶车到红星路二段附近

上班。“出来一看， 科华北路全是堵起

的，排队的车一眼看不到头。”王女士决

定步行，“堵成那样子，不管赶公交还是

打的，都不行。”从蓝色加勒比广场到红

星路一段路口，四公里路程，王女士走了

50多分钟。“实在太累， 我最后一段路就

赶公交车， 没想到一站路又花了十多分

钟，赶到公司已过九点半，还是迟到了。”

邓女士家住九眼桥附近， 工作地点

在科华北路事发地点附近。“我骑电瓶

车上班， 平时从家里到上班处只要十多

分钟， 我今天不到8点40分就从家里出

门，路上堵惨了，电瓶车都走不动，到达

店里时，已经九点半了。”邓女士说，一

路走来，从顺江路到一环路，从磨子桥再

到科华北路，每一段路都非常堵。

抢修的

堵在路上

警摩出动为消防开道

昨日8点10分许， 成都市公安消防

局119指挥中心接警后， 消防20中队立

即出发赶赴现场。没想到，一出门就遭

遇拥堵，只好经人民南路、锦绣路一线

绕行。与此同时，2名交警骑警摩来到位

于衣冠庙的成都消防8中队， 为消防车

开路。大约10分钟后，两支消防队在事

发现场会合。为尽快恢复交通，消防员

出动4架消防梯， 将地上的线缆重新架

设起来，以保证公交车能够通过。

9点40分左右， 成都商报记者赶到

现场时， 几名工人正用工具剪电缆线。

一名自称是电信抢修的工作人员说，他

们7点30分左右从金花镇出发， 一般只

要一刻钟多点就能到事发地点。但昨日

到三环就开始堵车，“大路走不通，到

处找小巷子钻。到达事发地时，已将近

九点半。”该工作人员说，到达现场后，

他们用十来分钟就把脱落的电缆弄好，

交通随后开始逐渐恢复畅通。

根据警方通报，昨日6时许，交警一分

局接到报警， 称科华北路有一电缆线脱

落，造成进出城车辆无法通行。夜巡组民

警于6时20分到达现场后，很快在磨子桥、

棕树街、科华街路口引导车辆绕行，并及

时上报情况并联系抢修部门。

7时20分左右，车流量增大，科华路全

线排行。“小汽车还能靠边通过人行道绕

行，公交车肯定过不到，只能改道！”交警一

分局民警说。7时30分许，科华北路附近的

LED交通诱导屏上出现“科华北路因电

缆掉落影响进出城双向通行，请广大驾驶

员提前绕行”的提示信息。随着拥堵范围

越来越大， 全市159块LED交通诱导屏全

部调整为这一信息的“独占”式播报。

昨日8时许，市民张小姐从府青路出

发驾车前往世纪城上班。“我在交通（诱

导）屏上看到科华北路堵起了，你绕一

下哈！”接到男朋友的电话，张小姐到达

红星路二段与新华大道交叉路口时，没

有上桥走红星路一线， 而是右转进入新

华大道， 走人民南路一线前往世纪城。

“虽然还是有点堵， 但比其他开车的同

事，我还是算幸运了！”张小姐说。

“我在红星路，好堵，好堵！”

“我在九眼桥，也堵得凶！”

“我在省体育馆，也堵得遭不住！”

影响

茛

电缆属多家公司

网络故障已修复

原因

茛

线路老化

自然脱落

治“白领病”

青羊卫生局提倡爬

昨日10时许， 在青羊区卫生局和

青羊区疾控中心组织下， 成都青苏职

业中专学校的操场上，1000余名师生

参加了一场奇特的健身活动———2014

年中国健康知识传播激励计划“吃动

平衡·走向健康” 知识共享会暨青羊

区首届爬行健身比赛。

现场 爬200米只用不到两分钟

昨日10时许， 随着一声哨响，约

1000名师生弯下腰杆，双手着地，撅起

屁股开始爬行。为防止手掌受伤，他们

都提前戴好了白手套。

只见有的学生速度很快， 手脚并

用，一会儿就遥遥领先；也有为数不少

的学生爬得不得章法，远远落后。随后，

100多名学生在跑道上进行了爬行决

赛，绕操场一圈，长达200米。最快的是

一位皮肤黑黑的学生， 只见他四肢细

长，像蜘蛛一样灵活，爬完全程用了不

到两分钟。当他爬回原点时，最后一名

女生才刚刚起步不到20米。

作为组织者之一、 青羊区疾控中

心的一名工作人员也参与了比赛，他

称，这项活动其实相当费体力，他练习

了很久， 勉强能爬行400米，“多一米

都不行了。”

效果 预防颈腰椎、心脑疾病

“学会走路后，你还能像小时候

一样爬吗？” 据青羊区疾控中心相关

负责人称， 爬行健身最早起源于东汉

时期华佗的“五禽戏”，其中的“虎

戏”和“鹿戏”都是通过模仿虎和鹿

的爬行动作来达到健身目的。

该负责人介绍， 爬行健身的好处

有很多，比如预防颈腰椎疾病。由于爬

行将身体重量分散到四肢， 减轻了颈

椎、腰椎的负担，降低劳损风险，对预

防颈腰椎疾病、 增强臂膀肌肉力量起

到积极作用。同时，爬行还可以预防心

脑疾病，对减肥也有良好作用。

据介绍，世界上很多的国家都流行

爬行健身运动，可以作为运动处方，适合

办公一族锻炼使用。 如果羞于在室外爬

行锻炼，可以在家里进行，比如把拖地改

成擦地，用抹布垫手前进或后退，以爬行

姿势清洁地板。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工作人员把小梯子弄到一辆公交车的顶棚上， 把电缆

撑起来，以便让小车通过 图据微博网友“

@

钅艮纟娄

”

11

月

9

日，

2014

年中国龙舟公开赛总决赛在成都金堂举行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漫）

本月12

日、13日、17日， 来自法国的国际著名

肩关节专家将在四川省人民医院第三

住院部3楼骨科诊断室开设肩关节疾

病专科门诊，主要对肩周炎、肩峰撞击

综合症、肩袖损伤、肩关节不稳定等肩

关节疼痛与功能障碍的病人进行免费

诊治，每日限号30名。

法知名肩关节专家

今日在省医院义诊

分流

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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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播报

提示绕行

科华北路电缆掉落致多

处路段拥堵 制图 邬艺

昨日

9

时

44

分，红星路，由于科华北路一条电缆掉落导致大堵车 摄影记者 王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