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警
发布
春节出门耍或者

返乡，哪些地方容易
遇到堵车呢？哪些地
方驾车要格外谨慎
呢？1月23日，四川省
公安厅交警总队发布
春节期间全省国道、
省道及旅游景区主要
道路交通信息。

乐山/
自驾游
请留意交通管制信息

（一）峨眉山景区
1、因景区冬季冰雪道路，弯

多坡陡，且停车位有限，建议换乘
景区观光车上山游览。

2、1月29日（初二）至2月1日
（初五）凌晨5点开始，在黄湾实行
交通分流管控。请自驾车进入黄
湾停车场有序停放，并请游客转
乘景区观光车上山游览。

峨眉山景区在零公里实行24

小时交通分流管控，请游客乘坐
观光车上山游览。1月29日至2月1
日景区观光车发班时间为早上5
时，报国寺车站、黄湾车站上行收
班时间为16时，雷洞坪车站下行
收班时间为18时。

1月28日至2月2日（每日8：
00~22：00），禁止公交车、出租车
进入景区。

1月27日0时至2月2日24时，
禁止货运车辆通行。
（二）乐山大佛景区

除夕夜管制情况：1月27日20：
00至1月28日2：00对乐山大佛景区
部分道路实行单向通行交通管理，
管制路段：凌云路（大石桥至大佛

南门路口）、九峰路（大佛南门路口
至嘉华水泥厂路口）、乌尤坝（东风
桥头至乌尤寺烧香处）；管制路段
实行单向通行：参加祈福活动车辆
一律由凌云路大石桥路口驶入，九
峰路瓦厂坝路口驶出，东风大桥禁
止车辆通行。

到凌云寺参加祈福活动车辆
可停放在八仙洞游船码头（二号
码头）停车场或柿子湾、大佛广场
停车场。到乌尤寺参加祈福活动
车辆可停放在东方佛都停车场和
明月路靠河一侧、九峰路嘉华水
泥厂靠九峰政府一侧临时停车
点。严禁在管制路段掉头、逆向行
驶、随意停放。

德阳/
通往
各景区道路
容易拥堵

德阳市区：国
道108线黄许路段
交通拥堵时，德阳
往罗江、绵阳方向
的车辆可选择绕
行成绵高速路。

旅游景区：广
汉市东西大街、中
山大道、西湖路、
西门口、高雄路、
向新路三星堆景
区路段易拥堵。

巴中/
农村道路较多易拥堵

南江县省道101线光雾
山上两至台上冰雪路段禁止
19座以上客车通行，大型货
车实行单边放行。1月13日~2
月21日（每天8：00~20：00），
城区禁止车辆经梓潼宫大桥
路口进入大堂坝，需经米仓
山大道或绕城路绕行；大中
型货车及过境车辆一律经绕
城路或高速公路通行。巴中
城区江北车站、火车站；平昌
城区农场至一中、二中至二
丝厂、电影院，实行单向通
行，高峰时期交警指挥疏导；
恩阳城区一小至三汇方向，
恩阳加油站至琵琶滩大桥在
建路段易拥堵。

自贡/
灯会期间车流量大

自贡灯会将于1月22日开幕（3
月中旬闭幕）。按照往年惯例，除夕
前一周到大年十五，都是出行高峰
时期，尤以初一至初六的出行最密
集，道路交通拥堵现象也最为严
重。为此，灯会期间，彩灯公园主会
场将开通4条灯会免费公交摆渡专
线：1号线为内宜高速自贡站出口
至百货大楼；2号线为东源半岛至
东方广场文轩书城；3号线为大山
铺川南皮革城至东方广场大戏台；
4号线为38路起点站（绿盛南湖校
区）至百货大楼。同时，将取消主会
场周边中心区域的部分现有停车
点位，如东方广场、檀木林街、中华
路、竹棚子路、解放路、兴隆坳路等
地点的停车位。并视情况启用一批
临时停车点位。 甘孜/

道路易结冰 驾车需谨慎

春节期间，甘孜州境内国道318线
二郎山段通行情况正常；海螺沟景区通
行情况正常，由于海螺沟境内榆磨路路
段正在进行道路改造，路况较差；国道
318线泸定至康定方向因道路狭窄，极
易造成堵车，请依次通行，切勿任意穿
插；省道211线甘孜州康定市舍联乡甘
沟村223.5公里处，1月16日恢复单边放
行（七座以下小车和轻型货车可通行），
大型货车、客车放行时间为8：00~20：
00，其余时间绕行路线：康定-新都桥-
八美-丹巴（国道318线、省道303线）；泸
定县境内省道217线（原省道211线）得
妥镇得妥大桥人行道工程施工，实施临
时交通管制（2016年11月23日至2017年
4月13日）；省道317线炉色路（炉霍-色
达）590公里至610公里老折山段因道路
改造通行条件较差，如遇特殊情况以现
场交警采取的临时交通管制措施为准；
康定至稻城亚丁景区道路通行情况正
常。甘孜州境内道路，因天寒易结冰，驾
车时需谨慎。

绵阳/
暗冰积雪严重
部分路段限行

平武县：平武县城至水晶
辖区（虎牙景区和松潘方向）路
面通行条件较差，部分路面有
暗冰、团雾，需谨慎驾驶；平武
县城至黄土梁（九寨沟方向）路
段通行条件较差，部分路面有
积雪、暗冰，进出车辆需安装防
滑链谨慎驾驶；水晶至虎牙景
区道路狭窄，部分路段暗冰和
积雪较严重，且路面较窄，需安
装车辆防滑链谨慎驾驶。

北川县：省道302线北川
段，任禹路隧道群内双向两车
道，路面狭窄且湿滑，隧道内
区间测速限制车速，大型车辆
限速40KM/H，小型车辆限速
60KM/H。禹里镇至墩上乡路
段路正在进行路面黑化改造，
客运19座以下客车、小型汽车
和工程车每日12时至14时限
时通行。

遂宁/
部分路段交通管制
注意绕行

国道：1、国道318线：永兴段
每日早、晚高峰时段有拥堵现象
发生，保升段车流量明显增多，
暂无拥堵现象；2、国道350线（原
县道057线）：桂竹路42.5公里大
英县玉峰镇胜利桥处实行交通
管制，禁止一切车辆通行，前往
仓山、德阳方向的车辆绕行成南
高速或其他路线。

省道：1、省道206线安居段
弯多路窄、事故多发，所有车辆
请谨慎驾驶，有序通行。2、省道
205线416km至418km（小地名沱
牌镇崖湾至百战垭），因该路段
是沱牌镇花海工程施工路段，
有大型工程车出入，请过往车
辆减速慢行。

王伟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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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龙泉驿
区获悉，针对1月27日（除夕夜）、28
日（正月初一）两天石经寺客流量
骤增的情况，龙泉驿区公交营运有
限公司拟对公交870路（龙泉经石
经寺至汤家河）的运输组织作如下
安排：

1.增加运力12台，实行滚动发班。
2.因石经寺路段1月28日（正月

初一）实施交通管制，870路公交车
在原石经寺村委会调头返回龙泉，
全天不能运行至石经寺和汤家河
终点站。

3.龙泉城区设2个龙泉乘客上、

下车点，分别位于龙泉汽车总站和
音乐广场交通局门口；乘客由石经
寺返回龙泉上车点设置在原石经
寺村委会。

4.因运力调整，28日（正月初
一）872路、L019路运力减少，班次
相应减少。

此外，1月27日、1月28日石经
寺周边交通实施临时管制。

1.老成渝路18公里（老区医院）
路口至老成渝路茶石路口（石经寺
三岔路口）段1月27日19：00至1月28
日16：00实施交通管制（除区间车、
公交车外禁止机动车通行），车辆

由石经寺往龙泉方向实行单行，1
月28日16：00后视情况解除。

2.香客车辆来的线路
①成渝高速公路龙泉湖收费站

→茶店场镇→三叉路口→石经寺
②成简快速公路→石经寺出

口→石经寺（车流量大时：成简快
速公路→石经寺出口→古井村道
→茶店场镇→三叉路口→石经寺）

3.香客车辆停放和返回
经成渝高速公路龙泉湖收费

站的车辆停放于茶店场镇至三叉
路口的公路两侧、石经寺大门左侧
和大田坝一线的停车位。返回时一

律经老成渝路大田坝→山泉段→
龙泉→成都。

经成简快速公路的车辆停放
于石经寺大门右侧一线的停车位。
返回时一律原路返回。石经寺大门
右侧一线的停车位满负荷时：①车
辆绕行→古井村道→茶店场镇→
石经寺；②车辆绕行→成简快速路
（成简快速路16.5公里）龙泉湖路口
（左转）→茶（茶店镇）石（石盘镇）
路→茶店场镇→石经寺

石经寺正门实施交通管制，车
辆不得出入。

成都商报记者 雷浩然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
5”第17023期 排列3中
奖号码：237，全国中奖

注数4794注，每注奖额1040元；排列
5中奖号码：23752，全国中奖注数48
注，每注奖额10万元。●中国体育彩
票超级大乐透第17010期开奖结
果：前区35、10、13、04、18 后区 02、
01。一等奖7注，每注奖金6781359，
追加6注，每注奖金4068815元；二等
奖42注，每注奖金225866元，追加6
注，每注奖金135519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023期开奖结果：

250，单选 755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
组选6，1232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七乐彩”第20170010期开奖
结 果 ： 基 本 号 码 ：
04.30.29.05.27.02.13，特别号码：
01。一 等 奖 3 注 ，单 注 奖 金
1373985元，二等奖11注，单注奖
金2538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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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日
尾号
限行 2 7

成都 今日 晴 3.5℃-12.9℃
北风1-2级
明日 阴 4.7℃-14℃
北风1-2级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1月22日，有网友在资阳当地论
坛称，当天，他驾车经成安渝高速抵
达安岳时，却在收费站被堵了一个小
时。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安渝高
速交警二大队获悉，因成安渝高速安
岳收费站未完全开通，加之车流量较
大，该收费站自开通起便比较拥堵。
为此，高速交警提醒，经成安渝高速
回安岳的车辆可绕行避堵。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发帖
网友，据其介绍，22日17时30分左右，

他从资阳驾车经成安渝高速抵达安
岳出口。但收费站排起长龙，直到18时
40分左右，他才出站。“路上走了一个
小时，收费站又堵了一个小时。”

成安渝高速交警二大队相关负
责人介绍，自去年12月30日成安渝高
速开通以来，同步开通的成安渝高速
安岳收费站便开始拥堵。“这是因为
车流量很大，比如22日一天的出站车
辆就达到3000多辆，而收费站未完全
开通。”该负责人说，目前，成安渝高

速安岳收费站尚未完全竣工，出站只
开通了2条车道，进站只开通了1条车
道，还有多条车道仍在施工。此外，该
收费站尚未开通ETC通道。

随着春节临近，车流量还将继
续增加。为此，高速交警提醒：成
都、重庆方向经成安渝高速回安岳
的车辆，可经遂资眉、内遂高速等
绕行，分流避堵。其中，重庆至安岳
方向车辆可在成安渝高速兴隆收
费站出站，或经成安渝高速-内遂

高速绕行至内遂高速安岳收费站
出站。成都至安岳方向车辆，可在
乐至转换至遂资眉高速，在乐至收
费站出站绕行。

此外，高速交警还提醒过往车
辆，成安渝高速资阳段的乐至、安
岳服务区虽已开放，但目前仅成都
至重庆方向乐至服务区、重庆至成
都方向安岳服务区的加油站可加
油，且只能现金付款。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春节出门耍 这些地方容易堵
四川交警发布春节全省国道、省道及景区路况

路况
播报

1月23日，成都商报记
者从成都市交管局了解
到，成都将新开通29套电
子警察设备。即日起，对下
列路口的机动车违反信号
灯通行、不按所需行进方
向驶入导向车道、违反禁
止标线、不在机动车道内
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进行
抓拍取证。

具体路口如下：
成双大道中段与草金

路南段（1套）、成双大道中
段与智达二路（1套）、成双
大道中段与智谷大道（1
套）、成双大道中段与智星
二路（2套）、永康路与白佛
路交叉路口（1套）、成双大
道中段与武侯大道铁佛段
交叉路口（1套）、武兴路
（武兴四路至金兴中路）（1
套）、红照壁街与上南大街
交叉路口（4套）、蓉都大道
将军碑路与熊猫大道交叉
路口（2套）、蓉都大道天回
路与天宁路交叉路口（2
套）、蓉都大道天回路与成
都军区总医院人行横道口
（2套）、蜀西路与金科南路
交叉路口（1套）、西华大道
金科花卉市场人行横道口
（1套）、东大街东大路段与
汇源北路交叉路口（3套）、
天府三街与荣华南路交叉
路口（1套）、光华东一路（2
套）、光华北四路（1套）、日
月大道一段（三环苏坡立
交至西源大道路口）（1
套）、西三环路三段（光华
跨线桥至草金立交）（1
套）。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交通
管制

除夕和初一
龙泉石经寺周边交通临时管制

成安渝
安岳出口
开通便拥堵
高速交警提醒：
安岳站未完全开通
可绕行避堵

成都新增29套
电子警察

这些路口
小心遭起！

医生驾车撞人后
未停车正常上班
被撞老人不治身亡家人选择谅解

1月18日，资阳市雁江区某医院的
医生魏某驾车撞伤一名老人，但他并未
停车施救，而是正常前往医院上班，老
人后经抢救无效身亡。23日，魏某刚有
身孕的妻子王某和被撞老人的家人沟
通，希望能将魏某取保候审，让他出来
陪陪病重入院的父亲。被撞老人的儿子
杨德武表示，尽管最初知道肇事者是一
名医生时有些气愤，但知道魏某的家庭
具体情况后，他们最终选择了谅解。

资阳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相关
负责人介绍，1月18日，魏某从资阳南门
的家驾车出发去医院上班，7时20分左
右，经过宝台大道半山风情小区附近
时，将一名80多岁的老人撞倒。但魏某
并未停车，而是继续驾车前往单位上
班。附近群众发现后及时报警，伤者也
被送往医院。7时30分左右，交警赶到现
场展开勘查。当晚9时许，交警将嫌疑人
魏某抓获归案。到案后，魏某承认驾车
撞人后逃离现场。但不幸的是，被撞老
人在当天中午因抢救无效身亡。目前，
涉嫌交通肇事的魏某已被依法刑拘。

交警部门表示，公安部门采取强制
措施，需依据案情而定，不是嫌疑人家
属申请或者受害者家属谅解可左右的，
魏某是否符合取保候审条件，还需要等
待调查结果。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1月22日，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
播出了一则新闻：20日晚上9点过，从成
都开往青岛的K206次列车上，一名旅客
突发脑梗，工作人员见状立即广播寻找
医生。危急关头，一个长发披肩、戴着眼
镜的年轻女孩，询问发病乘客的病情，并
积极指导列车乘务员应该如何急救。列
车抵达河南商丘站时，女孩又和乘务员
一起，扶着这位病人赶往医院。这位女孩
是成都军区总医院营养科护士汤兰轩，
今年23岁。当记者问起她救人的那一幕，
她害羞地说：“真没想到会上电视，那天
的举动，完全是本能反应。”

汤兰轩回忆，当天她从成都坐火车
回济宁老家，突然听见广播里寻找医务
人员，就立刻赶往出事车厢。在15号车
厢里，一名中年女性浑身抽搐，“我觉得
她有脑梗的迹象。”但汤兰轩不能确定，
立刻给工作单位的医生打电话，医生初
步判定为脑梗。“车内条件有限，我只能
不停跟患者说话，让她保持呼吸通畅和
意识清醒。” 成都商报记者 沈杏怡

春节前阳光相伴
未来三天仍有重度污染

昨日成都阳光打了折，被阴云遮
挡，气温也变得暖烘烘。今天白天阴转
多云，夜间部分地方零星小雨，最高气
温12℃左右。随后两天阳光充足，24日
夜间在晴空辐射作用下，最低气温2℃。

24 日～26 日我市以多云天气为
主，无明显冷空气影响，气象扩散条件
总体较差。28日前后，受冷空气影响，会
有降水，气象扩散条件转为中等偏好。
预计24日和26日空气质量等级为重度
至严重污染，25日以重度污染为主，部
分时段可能达严重污染。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严丹

成都90后护士列车上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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