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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入伏，今年三伏天从昨日起至
8月22日，共40天，比去年多10天。“冷在
三九、热在三伏”，尽管很多市民短衣、
短裤都穿了一个多月了，但酷热的天气
才刚刚开始呢。

阵雨打头阵
昨日进入三伏天

和去、前年一样，今年蓉城的伏天
仍旧以降雨开场，雨水给闷热的天带来
了凉爽，据成都市气象台数据，昨日上
午11时，成都市均温25.5℃，较前日同时
段下降4℃，午后迎来阵雨，最高气温
30℃。

入伏后，一年中潮湿、闷热、气温高
的日子就开始了，三伏天出现在小暑和
立秋之间，大约处在阳历的7月中下旬
至8月上旬间，今年三伏天从昨日起至8
月22日，共40天，比去年多10天。

今天白天，成都仍然以小到中雨为
主，个别地方大到暴雨，气温23～28℃，
明天午后雨水渐停，夜间局部还有些阵
雨。雨后空气清新，市民也可享受入伏
后短暂的舒爽天。

近三年来
今年入伏“最凉爽”

从2010年至今年的6年时间看，入
伏当天最高气温并不稳定，并且成起伏
状，今年入伏的最高气温在近6年中不

算高，并且是近3年来最低的。凉爽的天
气让一些市民认为，今年夏天的气温也
不过如此，但气象专家表示，局部性的
降雨结束之后，成都将很快进入“闷热”
模式。根据成都市气象台预测，今日过
后的两天时间，气温就将回升至32℃，
因此不要高兴得太早。

其实从2010年至2014年的5年时间
里，除2011年之外，其余4年的最高气温
都出现在三伏天，气象专家表示，今年
的最高气温出现在三伏天的可能性很
大，但最高气温不一定出现在末伏，数
据显示，去年最高温出现在初伏，2013
年、2012年最高温出现在末伏，2010年
出现在中伏。

调节饮食
多吃酸甜宜脾食物

三伏天阵雨无常，经常外出的人要
随身携带雨具，以备不时之需。同时，在
温度较高的环境中，要保持通风，否则
人体很容易受到暑邪侵袭，频繁穿梭于
高温环境和低温空调场所的人，也容易
患上暑湿感冒。

医学专家提醒，进入三伏天，市民
应主动调节饮食，适当多吃一些味甘、
酸宜脾的食物，如菠萝、西瓜、山药，同
时也可以多食绿豆、黄瓜、西红柿等性
凉、消暑的食物“去火”。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男子抢劫店铺
并要求店员“必须报警”
两日后被挡获

11日中午1时许，北大街一家眼
镜店内发生一起持刀抢劫案，嫌疑
人在抢劫现金约1700元的同时，还
要求工作人员“你现在必须报警。”
昨日，嫌疑人姜某被青羊公安分局
挡获。

11日下午2时许，成都商报记者
来到位于北大街的这家眼镜店。工
作人员告诉记者，男子表现怪异，进
入店门后首先对着监控摄像头看了
一会儿，然后径直走入最里面的柜
台，确认了店长的身份后，掏出一把
水果刀对着店长，“我是来抢钱的，
你现在必须报警，不报警不行。”店
长报警后，男子打开收银台抽屉，取
走了现金约1700元，还称“我要在这
里等警察来，就是想坐牢。”不过，男
子很快又离开了。

接警后，青羊公安分局草市街
派出所民警立即到场侦查，调取监
控和指纹，昨日，顺利将嫌疑人姜某
挡获。据悉，姜某28岁，没有稳定工
作，作案当日喝了五六瓶啤酒，被挡
获时正在找工作。至于作案动机，他
称，“没钱，想不开。”目前，姜某已被
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成都将出现G字头的公交车。成都
商报记者从成都公交集团获悉，为了改
进和提高公交服务能力，成都将于近期
试运行4条高峰线（大站线）公交。其中，
首条以G字头命名的G23路公交车，将率
先从今日开始运行。

G字头公交新在哪儿？
可跑下穿上跨 站点更少

G字头公交，是指成都公交集团近
期推出试运行的高峰线（大站线）。顾名
思义，这种线路以“高峰”和“大站”为特
点，既有别于常规的公交车，也与二环高
架路上运行的快速公交不同。为了便于
市民识别和乘坐，线路代码均采取“G+
数字”的方式。

成都公交集团线网管理中心相关负
责人介绍，高峰线（大站线）将充分利用
既有的道路，除利用公交专用道外，还将
运行于以往公交车没有通行的跨线桥、
下穿隧道或快速路主道。尽可能减少绕
行，增加线路的直达性。在公交站点的设
置上，严格控制站点数量，主要设置在大
客流的公交站点，减少单程的运行时间。

以拟在一环路内侧开行的G34路为

例，与现运行的一环内侧环线34A路相
比，G34路将首次通行省医院下穿隧道、
西门车站跨线桥等跨线桥和下穿隧道。
G34路全线设置18个公交站点，比34A路
少了14个。“在交通通畅的情况下，单程
的运行时间预计可以节约半个小时左
右。”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此次开行的G字头高峰线
（大站线），主要选择在客流压力较大、线
路运行速度慢、道路运行条件较好的出行
通道上，着力提高中环以外区域进出城的
公交衔接力度，“尽量不在市中心开行”。

成都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根
据线路开行后运营效果及乘客反馈意
见，公交集团将适时对线路进行优化调
整，也将以此为其他区域（如人流量较大
的黄田坝、万家湾等区域）是否开设快线
路提供依据和参考。下一步待地铁成网
后，公交集团将开设更多的高峰线（大站
线），形成地面交通和地下交通的全面覆
盖、无线接驳。

G23高峰快线今起开行
12公里仅设7个站

经过实地勘察和客流分析研究，

成都公交集团拟于近期试点开行4条
G字头公交线路：G22路、G23路、G27
路、G34路，分别服务于川藏路、沙西
线和一环路外侧、内侧。车型仍将以12
米的普通公交车为主，票价与现行标
准一致。

为解决郫县安靖片区快速进出城
公交出行问题，同时缓解西华大道公
交线路客流压力，从今日起，G23路高
峰快线就将开行。G23路起讫点分别为
安靖镇站和营门口北站。线路走向：安
靖镇站发出，经犀安路、西华大道、交
大路、二环路北一段至营门口北站；返
程：营门口北站发出后，经二环营门口
立交桥桥上匝道调头后回原线路行
驶。全线单程距离约12公里。沿途设安
靖镇站、林湾村站、付家碾村站、西华
大道中段站、华侨城站、交大路西站、
营门口北站等7个站。

G23路作为高峰快线，仅在工作日高
峰时段运行。具体收出车时间上，安靖镇
站：早高峰7：00-8：30，晚高峰16：30-19：
00；营门口北站：早高峰7：35-9：10，晚高
峰：17：10-19：40。

成都商报记者 王圣 钟茜妮

昨日入伏，同时雨水来袭，从全省来看，持续了数日的闷热天气后，雨水
终于来清污除尘。

昨日下午4点，四川省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从昨日晚8点到今日晚
8点，乐山、眉山、宜宾、泸州、自贡、内江、资阳、遂宁、南充、广安、达州11市和
凉山州北部的部分地方有暴雨，局部地方有大暴雨。

昨日起至8月22日
今年三伏 比去年多10天

●2015年

入伏最高温
30℃

●2014年

入伏最高温
33℃

●2013年

入伏最高温
32.8℃

●2012年

入伏最高温
26.8℃

●2011年

入伏最高温
28.8℃

●2010年

入伏最高温
31.6℃

短短20分钟，就有13辆汽车驶上三环
路蓝天立交的非机动车辅桥。可是，在辅
桥入口匝道的显眼位置，就立着“非机动
车道”、“禁止机动车通行”的提示牌。机动
车驾驶员为何视而不见呢？昨日，成都商
报记者从交管部门了解到，机动车侵走三
环路蓝天立交的非机动车辅桥的情况十
分严重，虽然成都交警已在此处安装了电

子眼，但“闯王”依然很多。“这属于违反禁
令标志，驾驶员侵走非机动车辅桥将被罚
款100元、记3分。”交警表示。

20分钟
13辆车驶上非机动车辅桥

昨日上午10时30分许，成都商报记
者在三环路蓝天立交看到，这里有一座
螺旋形的非机动车辅桥，经辅桥可跨过
机场高速，进入机场高速辅道、三环路辅
道。可是，这条并不怎么宽敞的辅桥上，
却随时都能看见机动车的身影。

记者观察了20分钟，有13辆汽车驶
入非机动车辅桥。当汽车行驶在非机动
车辅桥上时，道路就显得特别狭窄，非机
动车只有减速避让，行人甚至只能侧身
以保安全。同时，记者在网上搜索发现，
在汽车论坛中不少网友反映，曾在这里
被电子眼抓拍交通违法。

“汽车开上来危险得很。”骑着电动
自行车经过辅桥的市民王师傅说，特别
是车身较宽的越野车，行驶在辅桥上时，
留给“正主”非机动车的空间非常小。据
交警六分局民警介绍，早晚高峰，途经这
里的电动自行车非常多，非机动车、机动

车混走辅桥，易引发擦挂等交通事故，具
有较大安全隐患。

司机为图方便驶入辅桥
无视“禁止机动车通行”提示牌

明明在辅桥入口的匝道处就立着
“非机动车道”、“禁止机动车通行”的提示
牌。机动车驾驶员为何视而不见呢？

“很多司机不愿意去绕行。”交警表
示，在三环路蓝天立交内侧，从景明路经
石羊立交进入三环路辅道的车辆，没有
匝道口进入三环路主道，而为了横跨机
场高速，有的驾驶员就选择经非机动车
辅桥通行，汽车下桥之后就进入机场高
速对向的辅道，之后右转即可驶回三环
路辅道，继续向川藏立交方向行驶。

“从天府立交往川藏立交（三环路内
侧）行驶的驾驶员，应该从蓝天立交桥下
右转，驶入机场高速辅道，在神仙树南路
与火车南站西路交叉口调头，经机场高
速辅道右转驶入三环路辅道，继续向川
藏立交方向行驶。”交警说，最初，是为辅
道上的机动车打开了进入三环路主道的
匝道，可是后来又封了，因为有部分机场
高速辅道的车辆为图方便逆行而来，驶

入三环路主道，有更大的安全隐患。
此外，在三环路外侧，从川藏立交往

天府立交方向，在蓝天立交处同样有非机
动车辅桥。因为在距离辅桥处很近的地方
就有驶入主道的匝道，因此三环路外侧侵
走非机动车引桥的车辆要少一些。据住在
附近的张小姐称，三环路主道车多拥堵
时，有部分车辆也会驶入非机动车引桥。

“安装电子眼，就是抓拍机动车侵走
非机动车辅桥，交通违法的数量比较
大！”交警表示，机动车驶入非机动车辅
桥，属于违反禁令标志，将面临罚款100
元、记3分的处罚。

辅桥建成后
一直禁止机动车通行

交警介绍，自辅桥建成之后，这里
就一直被规划为供非机动车通行。在没
有安装电子眼之前，每天早晚高峰交管
部门都会在这里安排一名交警，对驶上
非机动车辅桥的车辆进行劝导。

据周围居民反映，之前，上辅桥的匝
道处，还设置有阻碍机动车行驶的柱子，
后来柱子就没有了，“反正看见柱子有被
撞过的痕迹。”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汽车跑上非机动车辅桥 小心挨罚

交警权威发布

与父母发生矛盾
15岁少年带2名伙伴
欲扒火车去深圳

因与家人发生矛盾，金堂县一
名15岁少年小明（化名）竟带着同村
两名少年离家出走。在离家三天后，
被铁路警方在资中归德火车站拦
下。三名少年扒火车准备到深圳投
靠小明的舅舅。铁路警方提醒，列车
上方铁路接触网的高压电高达2.5
万伏，一旦碰到可能被烧成焦炭。

6月28日，成渝铁路资中境内的
一名护路员发现，20011次货物列车
车厢内有人伸出头。随即，将此消息
报给成都铁路公安处资中车站派出
所。资中车站派出所警长郭伟觉立刻
前往归德火车站，在该列车靠站后，
带着保安队员每节车厢寻找，发现3
名少年。经询问，三名少年分别15岁、
14岁和11岁，都是成都金堂县人，此
次离家出走是因为15岁的小明与父
母发生了矛盾，小明遂邀约同村的两
名小伙伴一同出走，准备到深圳投靠
小明的舅舅。三名少年基本没带随身
物品，离家出走后先坐了汽车，后又
走了一段路，发现铁路上有货运列车
停靠便偷偷爬上火车。

当日下午四五时许，三名少年
的家人赶到资中，领走了少年，并表
示，回家后将加强对孩子的教育。

资中车站派出所相关负责人介
绍，列车上方有铁路接触网，高压电
高达2.5万伏，一旦碰到可能被烧成
焦炭。为此，铁路警方也提醒，所有
人不要爬火车，以免发生意外。

陈婷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天气预报
7月14日

成都
今/阵雨转多云
23℃-28℃
偏南风1-3级
明/ 多云
24℃-31℃
偏北风1-2级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
预报 今日良
AQI指数：55～85

温馨提示：空气
质量可接受，但某些
污染物可能对极少
数异常敏感人群健
康有较弱影响。极少
数异常敏感人群应
减少户外活动
（据四川省气象台、
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暴雨蓝色预警 川南将迎来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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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首条G字头公交今日开跑
近期试运行4条高峰线，覆盖川藏路、沙西线及一环路

昨日，成都在阵雨中
迎来头伏。成都商报
摄影记者卢祥龙

机动车驶入蓝天立交辅桥

制图 邬艺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
排列5”第15187期 排
列3中奖号码：058，全

国中奖注数 2204 注，每注奖额
1040元；排列5中奖号码：05879，
全国中奖注数5注，每注奖额10万
元。●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
15080期开奖结果：前区 14、20、
29、30、32 后区 03、08。一等奖19
注，每注奖金 5197889 元，追加 3
注，每注奖金 3118733元；二等奖
107注，每注奖金18135元，追加28
注，每注奖金10881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全国联销“3D”第
2015187期开奖结果：
878，单选 6928 注，单

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3，9164 注，
单注奖金 346 元，组选 6，0 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七乐彩”第 2015080 期开奖结
果：基本号码：30、14、16、27、01、
26、11，特别号码：09。一等奖 0
注。二等奖 3 注，单注奖金 73329
元。奖池累计金额 0元。（备注：以
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
为准）

兑彩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