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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补贴怎么发
当日最高温达35℃
最低补贴10到12元

目前成都市的补贴标准沿用的
是成都市人社局 2012 年发布的高
温津贴标准，其有效期是5年。

依照该标准，用人单位安排劳
动者在高温天气下露天工作的，以
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
度降低到33℃以下的（不含33℃），
应当向劳动者支付高温津贴。

成都市高温津贴在四川省标准
上有所提高，标准为每人每天10～
12元。

成都市人社局有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成都市出台的补贴标准，
一来是参照的四川省的相关政策
制定；二来相当于是为企业定下
的最低标准，企业应将高温补贴
纳入到员工的薪酬体系中来，并
且绝不能低于每日 10～12 元这个
额度。

今年应该领多少
按高温天数算补贴
目前最少能领120元

根据相关政策，高温津贴标准
中的“高温天气”，是指成都市气象
主管部门所属气象台发布的日最高
气温35℃以上的天气。

记者查阅成都市气象局官网，翻
看6月、7月，以及8月截至目前的成
都市主城区最高温度统计，6月7日和
19日分别为36℃和36.1℃，属于高温
天气。而7月则由10天最高气温超过
35℃。8月目前尚无。也就是说，这个
夏天截至到目前，快递小哥们，以及

户外劳动者，应累计收到最少120元
到144元的高温补贴。

同时记者查询到，2015年、2014
年、和2013年夏季超过35℃的高温
天气分别为14天、2天，和3天。这样
算来，这三年按政策户外劳动者最
少应领的高温补贴分别是140元、20
元，和30元。

你领到补贴了吗
八成快递小哥
表示“没关注过”

昨日，记者询问了几家快递公
司，各公司均表示有高温补贴。此

外，一家环卫公司的相关负责人也
告诉记者，公司会在每月月末统计
当月的高温天数，然后计算当月高
温补贴金额，与工资一并发放。

随后记者随机采访了申通、中通、
韵达等公司的10名快递员，他们的回
答基本一致，“没太注意呢，不知道有
没有啊”。只有两名小哥知道高温补
贴，但表示尚未发放，“估计过几天”。

韵达的快递小哥赵亚康告诉记
者，自己“好像没有收到过高温补
贴”，但也从没想过会有这个钱。“公
司有藿香正气液，还有别的降暑药
和饮料”，在他看来，夏日公司有这
些安排，已经非常贴心了。

同时，他告诉记者，“不奢求高温补
贴”，因为派件时，“高温也比下雨好”。

市人社局
企业若未发放补贴
劳动者可投诉举报

市人社局该负责人表示，若企业
最后未能发放高温补贴，劳动者可以
到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
举报。但是以往投诉者甚少，希望劳
动者们增强意识，保护自己权益。

至于快递小哥提到的藿香正气
等降暑药，算不得“高温补贴”。根据
2012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等部门联合印发的《防暑降温措施
管理办法》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为高
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供
给足够的、符合卫生标准的防暑降
温饮料及必需的药品。但是，不得以
发放钱物替代提供防暑降温饮料。
防暑降温饮料不得充抵高温补贴。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3号线未开通之
前，升仙湖站的进站
客流基本保持在1.7
万至1.8万人次。但从
7月31日地铁3号线
开通之后，升仙湖地
铁站的客流就下降
至1.4万人次左右，此
后一周基本保持在
1.3万人次上下，周末
更是不到1万人次。

成都正风反腐保持高压态势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全市纪检

监察工作会议上获悉，今年以来，全市
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督执纪问责，党
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各项工作稳步推
进，全市良好政治生态得到持续巩固。

推动“两个责任”落实，切实强化
责任担当。同时，源头治理不断深化，
坚持标本兼治，加强权力运行监督制
约，探索开展多元化、组合式“微权力”
治理，积极开展社会领域反腐治理，

“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断完善。
“从正风肃纪的情况看，一些不正

之风始终禁而未绝。”会议要求全市纪
检监察机关要抓好突出问题专项整
治。会议要求，当前，成都要结合省委
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对收受红包
礼金、私设小金库、公款旅游等顽疾，
再来一次集中专项治理，既要追究直
接责任，又要追究领导责任，查处后坚
决公开曝光。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成都廉洁动漫创作传播基地
对外开放

成都商报讯（记者 李娅 韩利）昨
日，位于西村文化创意孵化园的成都
廉洁动漫创作传播基地正式对外开
放。记者从市纪委获悉，，即日起到 9
月30日，该基地将面向社会征集廉洁
动漫原创作品，作品内容主要围绕“迎
佳节话传统”、“颂家风扬家训”、“赞廉
洁学榜样”、“知方圆明尺度”四类主
题，表现“廉洁”内涵。作品形式包括原
创漫画、原创动画、原创公益广告、原
创剧本四类。通过评审的廉洁作品可
望在成都市户外 LED、公交、地铁等
进行公益宣传展播。

成都商报记者8日从成都市公交
集团获悉，为配合地铁3号线开通运营，
方便市民公交出行，市公交集团拟于8
月10日新开141路、246路，调整10路。

动物园站：新开246路

为方便韦家碾片区市民到达地
铁“动物园站”，10日起新开246路，
起止点均为韦家碾三路东路站。246
路从韦家碾三路东站发出，经韦家碾
四路、北三环路三段、青岗北路、荆竹
西路、昭觉寺南路、中环路双荆路段、
八里桥路，最后回到韦家碾三路。

246路运行时间为6：30~21：00。

该线路自 2016 年 8 月 10 日至 2016
年 10 月 9 日期间实行两个月刷（次
数）卡免费乘车。

红牌楼站：新开141路

新开141路起止点为五桂桥公
交站－红牌楼站，从五桂桥公交站发
出，经迎晖路、双桂路、水碾河路、一
环路东四段、光明路（单边）、牛王庙
巷（单边）、东大街、红星路四段、新南
路、一环路、高升桥东路、二环路南四
段、高升桥路至红牌楼站（终点站）。
返程从红牌楼站发出，经广福桥街、
高升桥东路后沿原线路行驶。141路

运行时间为五桂桥公交站6：10~22：
30，红牌楼站6：40~23：00。

地铁衣冠庙站：调整10路

在保障线路主客流区间不受影
响的情况下，进一步提高线路运行效
率，10日起调整10路，并新开141路。

调整后的10路起止点为映月花
园站－地铁衣冠庙站。映月花园站
至一环路南四段站行驶路线及站点
不变，调整经永丰路至地铁衣冠庙
站（终点站）；返程从地铁衣冠庙站
发出，经永丰路、肖家河沿街、高升
桥东路后沿原线路返回。

取消肖家河站、高升桥东路北
站、一环路南四段站、地铁衣冠庙站
（返程：衣冠庙站）、九茹村站、一环
路南二段站（返程：一环路南三段
站）、地铁磨子桥站（返程：磨子桥
站）、地铁新南门站、红星路四段站、
纱帽街站、东门大桥站、芷泉街站、
牛王庙路口站（返程：牛王庙巷站）、
水碾河站、水碾河路站、双桥子站、
塔子山公园站、五桂桥公交站；增设
地铁衣冠庙站、永丰路站、肖家河沿
街东站、肖家河沿街西站。运行时间
为映月花园站 6：10~22：30，地铁衣
冠庙站6：40~23：00。

7号线崔家店停车场
主体结构封顶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舒） 昨
日，记者从成都地铁建设分公司获悉，
目前亚洲在建最大地下双层地铁停车
场——7号线崔家店停车场主体结构
已封顶。据了解，崔家店停车场总建筑
面积 18.29 万平方米，相当于 20 多个
标准足球场，整个停车场的各类桩基
础达到约6000根，比二环路全长28.3
公里的高架桥的桩基础还多。

据介绍，崔家店停车场是 7 号线
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 7 号线系统规
模的全部运用车的停车/列检，以及配
属车辆的双周/三月检任务。停车场主
体工程采用地下两层钢筋混凝土结
构，共分四个区块：A 区（联络线区
间）、B区（咽喉区）、C区（列检库及洗
车库区间）及D区（运用库区）。

之所以称之为亚洲最大地铁停车
场，因其总建筑面积18.29万平方米，
主基坑宽200米，长600米，平均开挖
深度近20米，需开挖土石方200余万
方，各类桩基础约 6000 根，需浇注混
凝土42万立方米，钢筋9.6万余吨。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该停车场投
用后，将能停放 70 多组地铁列车。崔
家店停车场是 7 号线的重要组成部
分，承担7 号线系统规模的全部运用
车的停车和列检。7号线为环线，设有
31个车站，因此需要足够车辆进行运
营调度。

今年成都高温补贴已超过一百块
说好的高温补贴兑现了吗？

接驳3号线 明日新开2条公交线路

成都商报记者 8 日从成都
市公交集团获悉，为规范地铁
周边公交站点名称，拟再将 2
个站名更名。原“新南路站”更
名为“地铁新南门站”，原“一环
路南三段站”更名为“地铁省体
育馆站”。

此外，1030 路增设“地铁动
物园站”。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同步/播报

“一环路南三段站”
更名为“地铁省体育馆站”

一周时间，生意从“天堂到地狱”，
周围的交通从拥堵到畅通，在很多市
民的记忆中，地铁1号线最北端的升
仙湖地铁站附近的汽车、三轮车、摩
的、市民乘客人车混杂，短短几百米的
道路时常处于“肠梗阻”状态。

从 3 号线开通开始，升仙湖站周围
经历了巨大变化，特别是以往让人
头疼的三轮车大军，3 号线带走了
北面很大一部分人流量，也给他们
带来了冲击，生意变差了，“起码少
了三分之二。”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3 号线
的开通，对升仙湖地铁站有一定的
分流作用。对比开通前后一周的客
流可以看出，3号线未开通之前，升
仙湖站的进站客流基本保持在1.7
万至1.8万人次，即便周末进站客流
也都在 1 万人次以上。但从 7 月 31
日地铁 3 号线开通之后，升仙湖地
铁站的客流就下降至1.4万人次左
右，此后一周基本保持在1.3万人次
上下，周末更是不到1万人次。

与此同时，3 号线军区总医院
站、熊猫大道站、动物园站以及昭觉

寺南路站，可以说工作日客流在稳
步上升，各站周末客流与工作日客
流差距也不大。军区总医院站、动物
园站以及昭觉寺南路站每日客流都
超过或接近1万人次。

根据昨日成都地铁运营公司官
方微信公众账号分析，受 3 号线客
流影响，中医大省医院站换乘量有
所增加，天府广场站、骡马市站换乘
量相对降低。这说明，地铁3号线的
开通对1号线的分流作用还是比较
明显。从实际数据来看，3号线开通
后1号线的客运量有所降低。

升仙湖地铁站片区，东侧以升仙
湖地铁站为界，西侧则以北星高架为
界，北抵双沙路，南至有道路延伸的
尽头。在这片广大的区域当中，可以
说有一组大体呈“T”形布局的道路。
其中一条长约500多米，宽约10米左
右的道路大体穿过该片区，在该段路
的中部则伸出一条支线延伸至升仙
湖地铁站，长度大约100多米，宽也
在10米左右。

以往早晚高峰，从驷马桥、昭觉
寺南路、中环片区集中至升仙湖地
铁站的上班族们是到这里赶车的主

力，多数人行色匆匆，在私家车、三
轮车和摩的之间穿行。当往返车流
汇集时，行人甚至只能排成1至2列
纵队向前走去。送客车辆调头，三
轮、摩的为了多拉快跑钻着空隙。

同时，因为很多从城北较远地
方来的私家车车主会将车辆停靠在
升仙湖地铁站片区，再去赶乘地铁。
这样在这条 500 多米长，10 米左右
宽的道路两侧，每天都会停着大量
占道停车的车辆。也催生了周边的
数个简易露天停车场，每天停车场
里也都是早早就停满了汽车。

地铁3号线开通后的最近一周，
升仙湖地铁站附近变得“清爽”了。

昨日，记者来到升仙湖地铁站
片区，道路两边的停靠车辆数量明
显减少，过去部分路段一侧会出现
两车并排停靠的情况，现在一段路

上没有停车，其他路段两侧道路也
只是各有一排车。

露天停车场中也少了很多汽
车，来往的汽车流、客流、三轮车和
摩的车流也基本没有汇聚在一起
的情况。

据一位已在此看守露天停车
场约4年时间的工作人员介绍，他
所负责的露天停车场大约可以停
50辆汽车，但地铁3号线通车后，停
泊的车辆少了很多，“现在每天大
概也就只能停到一半吧。”

与这名工作人员负责的露天
停车场类似，除地铁站正对的一个
停车场外，其余各个停车场都有比
较多的剩余车位。

来这里的汽车少了，三轮车和
摩的的数量也要比以往少了很多。

紧邻升仙湖地铁站，翻过一个
小山坡，一条隐蔽的道路上，过去
这里是三轮车的聚集区之一，“这
里比较隐蔽，距离地铁站也很近，
所以很多人都来这里等客。”

昨日这条僻静的小路上，车少
了很多，来来往往也就只有五六台

三轮车，三轮车师傅李大姐说她跑
的时间比较短，到现在才一年多，
但是从地铁 3 号线开通后，很明显
她的生意变差了。

过去每天能挣几十乃至上百
元，一个月下来有个2000多元，光是
拉升仙湖地铁站来往的乘客，每天
起码都能有个六七单，“这几天每天
只有两三单生意吧。”李大姐说。

在这些等待拉客的三轮车师
傅中，做得最久的是蒋师傅，据他
说有3、4年了，每天早上7点来，晚
上 7 点走。他也觉得升仙湖地铁站
的生意少了，“起码少了三分之
二。”蒋师傅自己估算着说。

据几位三轮车师傅分析，以往
从升仙湖地铁站往返荆竹片区、昭
觉寺片区和驷马桥片区的比较多，
现在 3 号线就从那里过，这些人就
不用到升仙湖来坐车了，所以生意
少了很多。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过去每天能挣
几十乃至上百元，
一个月下来有个
2000多元，光是拉
升仙湖地铁站来往
的乘客，每天起码
都能有个六七单，

“这几天每天只有
两三单生意吧。”
三轮车师傅李大
姐说。

客流
下降

生意
减少

升仙湖地铁站
日均客流下降数千人

3号线开通前
升仙湖地铁站周边有点“堵”

3号线开通后
露天停车场车停不满了

三轮车师傅
生意起码少了三分之二

炎炎夏日已经过去了一大半，你的高温补贴到没到手呢？
按照四川省的有关政策，成都市曾发文明确全市高温补贴的发放原则和标准。在超过最高温35℃

的天气中户外工作，就应被支付每日10到12元的高温补贴。
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气象局官网查阅到，这个夏季，成都已有12天最高气温超过35℃。那么，依

照补贴标准，今年累计应有不低于120元的高温补贴了。但记者昨日随机调查了10位申通、中通、韵达
等公司的快递员，他们均表示，并不清楚是否有高温补贴，也不清楚该有多少钱。

5月4日，地铁1号线升仙湖站外停满了摩的 成都商报记者 陶轲 摄

8月8日，地铁1号线升仙湖站外，道路两边停满了车辆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摄

双地铁 城北生活更便捷
3号线有效分流城北客流，升仙湖站客流量有所减少，摩的生意下滑

紧接01版 会议指出，实施小街
区规制是推进城市治理体系、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推进小街区街
巷加密成网，有利于提升城市通透性
和微循环能力，有利于促进人情味和
街坊感回归，有利于提升城市品质和
宜业宜居水平。要坚持规划引领，统筹
谋划好道路交通、城市更新、产业布局
等，强化规划引领刚性执行，尽快完成
中心城区路网体系“3900+”建设目
标。要强化文化传承、保护与再现，让
街区街巷成为识别度高、吸引力强、文
化内涵深厚、个性魅力独特的特色街
区，同步推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要创
新工作机制，坚持“统一规划、分区实
施，市级统筹、区为主体，系统推进、综
合整治、成片提升”的原则，全面推进
小街区加密成网建设和街区整治工
作。鼓励有条件的大单位、大院落打开
围墙，共享区域通道。同时，要加强宣
传引导，争取市民更多支持。

会议还研究了进一步促进简阳市
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等议题。

规划打造“成都中心”
建设“宜居水岸活水成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