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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一

昨 日 召 开 的 2018 年
“春节”长假旅游暨安全工
作会上，成都市旅游局表示
将通过专项整治工作——

“利剑”行动，重点打击“黑
社”“黑导”“黑车”“黑店”

“不合理低价游”、强迫旅游
消费以及非法从事导游执
业活动等违法违规行为，让
大家可以安心过个好年。

“黑导”是本次重点打
击的对象之一，检查范围

将覆盖旅游景区、旅游集
散地、热点旅游线路沿途
以及公共交通枢纽地点，
还会在机场检查出境团队
带团领队。检查中发现的

“黑导”，会被列入“黑名
单”，予以行业禁入，并协
调 公 安 机 关 立 案 查 处 ；
对违法情节严重、涉嫌犯
罪的，还会加大“行转刑”
力度，予以严厉惩治。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林聪

2 月 11 日下午，成都
商报记者从乐山市交警支
队获悉，2018年春节期间，
峨眉山和乐山大佛两大景
区及周边部分道路将实行
交通管制措施。

峨眉山景区：零公里
24小时交通分流管控

2 月 17 日（初二）至 2
月20日（初五）凌晨5点开
始，峨眉山景区在黄湾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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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您乘坐观光车上山游
览。2月17日（初二）至2月
20日（初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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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2月16日至2月
21日，每日8时至22时，禁止
公交车、出租车进入景区。2
月14日0时至2月21日24
时，禁止货运车辆通行。

大佛景区：凌云路等路
段将实行单向通行

2月15日（除夕）20时
至2月16日（初一）凌晨2
时：对凌云路（大石桥路口
至东风桥路口）、九峰路

（东风桥路口至嘉华水泥
厂路口）实行单向通行交
通管理；乌尤坝（东风大桥
桥头至乌尤寺烧香处）禁
止社会车辆驶入（执勤特
种车辆除外）。管制路段实
行单向通行原则，车辆一
律由凌云路大石桥路口驶
入，从九峰路瓦厂坝路口
驶 出（执 勤 特 种 车 辆 除
外）。

2月16日至2月21日
期间：凌云路从 08：30—
21：00（视情况提前或延
后）由北向南单向通行（由
凌云路大佛牌坊方向驶
入，从凌云路大石桥路口
方向驶出）。龙泓路从09：
00—21：00 由南向北单向
通行（由岷江一桥东端驶
入龙泓路，从龙泓路原农
机公司路口驶出）。岷江一
桥从 09：00—21：00（视情
况提前或延后）由西向东
单向通行（由岷江一桥西
端驶入，从岷江一桥东端
驶出）。

此外，碧山路（夏沟村
路口）视道路通行情况临
时实施交通管制（引导由
四中方向驶入岷江二桥方
向的车辆从夏沟村路口至
省道 305 线绕行）。碧山
路、明月路、山龙路、九峰
路视道路通行情况临时实
施交通管制。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盒饭成品都要采样

成都印象川之味餐饮有限公司总经理黎
勇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我们严格按照国家的
卫生标准，有一套完整的生产流程，确保旅客
吃到的每一份盒饭都是符合标准的。”

在现场，记者跟随车间负责人进入生
产车间。进入车间前要按照参观流程更衣：
白大褂——鞋套——手部清洗——干手
——75%酒精消毒——过风淋。严格的消毒
程序后，记者才能进入生产车间的参观通
道。黎勇介绍，配餐中心从原料采购到食品
生产再到包装配送都有一套严格的验收标
准。配餐中心每年进行一次招投标，对供应
商有着严格的条件限制，从原材料生产地
开始，力求把好原料关口。品控、生产、库房
三个部门验收合格才可以进库房生产加
工。

餐食在生产车间制作完成，并进行第
一次速冷后，要统一进入包装车间进行封
膜和快速冷却。包装好的冷链盒饭都采用
冷链贮存和运输。成都商报记者看到，在冷
库区有专门对盒饭成品进行采样化验的实
验室。所有的原材料和盒饭成品都要采样
五份，两份进行微生物指标的检验，一份用
于感官实验，另有两份保存留样。

推四川特色年味套餐

年关将近，配餐中心推出了以香肠、腊肉、
水饺为主要特色的年味套餐，既有四川特色，
也照顾到了北方过年吃饺子的习俗。从13日
起，乘客就可以在列车上购买到年味套餐了。

“现在我们卖得最好的是竹笋牛腩套
餐，占到了26％以上，也就是说每卖出4份
就有一份是牛腩套餐。”配餐中心生产调度
室总管祁颂扬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据了解，成都客运段配餐中心有专门
的研发部门，共研发了20多种菜式的套餐，
有黑胡椒牛排套餐、红烧狮子头套餐、面点
套餐、儿童套餐以及全素套餐，以及此前推
出后颇受欢迎的熊猫套餐，每天十多种套
餐同时生产。

“除了必须在12306平台预定的熊猫套
餐外，其他套餐在列车上都可以现场购买
到。”黎勇介绍说，每个菜品套餐一般定价
是15元到65元不等，对于大家最关心的15
元套餐，只要乘客有需求，都会保证供应。

据了解，成都客运段配餐中心主要供
应云贵川渝三省一市首发高铁、动车的餐
饮，春运期间，仅成都厂的日供应量就能达
到2万份。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实习生 王雨丹

“家门口上班，而且是
景区，心情好，钱也不少挣，
还能照顾家里。”2月11日，
内江市市中区永安镇尚腾
新村，严婷站在黄鹤湖旅游
区内川南大草原检票口，欢
迎随时前来的游客。作为当
地人，此前在外跑销售、回
家机会不多的她在去年底
景区开园时，便选择回到家
门口上班。

严婷回到家门口上班，
得益于家乡创建4A级旅游
景区。11日，成都商报记者
走进永安镇探访了解到，黄
鹤湖旅游区创建4A级旅游
景区以来，助推了乡村振
兴，切实改变了当地群众的
生产、生活条件。用当地人
的话概括，那就是：“住在景
区旁，环境好了；产业多起
来，钱也好挣了。”

环境变好
住在景区旁，成排小洋房

永安镇距内江城区近
20公里，渝昆高速内宜段穿
境而过，规划面积4.5平方
公里的黄鹤湖景区的入口
便在该高速公里永安收费
站旁，交通十分便利。作为
黄鹤湖旅游景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尚腾新村既是新农
村聚居点，也是集乡村旅
游、书画文化、观光农业为
一体的农文旅综合体。

成排的两层小洋房样
式别致，路边的路灯风格统
一，文化活动广场十分宽
敞，以及正在建设的“中国
西部观赏鱼基地”，让尚腾
新村颇有一番“小桥流水人
家”的味道。不少住户家门
口，还停放着轿车。

“连装修一共花了30
万，屋外的装饰及公共设施
都是统一打造的。”启动尚
腾新村建设时，潘庆兰一家
和村民们都积极响应。在此
之前，他们的旧房子都比较
分散，条件也比较差，不少
还用柴火烧水和煮饭。如
今，村民们住进新居，用上
了天然气和自来水，生活十
分方便。“大家住得更近了，
关系也更融洽。而且，旁边
就是川南大草原景区，环境
好多了。”

不止是尚腾新村，永安
镇的不少村民尤其是黄鹤
湖旅游景区周边的住户，都
切实感受到了景区建设带
来的环境变化。“以前觉得
景区很远，现在景区就在我
们镇上，大家住在景区旁，
生活环境提升了不少档
次。”村民们说。

游客增多
家门口就能工作

今年1月9日，黄鹤湖旅
游区被批准为国家4A级旅
游景区。作为黄鹤湖旅游景
区的核心组成部分，占地
2500亩的川南大草原在去年
12月30日正式开园。1月份，
景区接待量超过11万人次。

“有了景区，游客会越
来越多，不少人也看到了创
业的机会。”住在尚腾新村的
胡丽娟便是其中的创业者之
一。去年4月，在外地打工的
她回到家乡，利用自家小洋
楼办起了农家乐。同样利用
自家住房办农家乐的潘庆兰
算了一笔账。自从2015年回
家开起农家乐后，她每个月
的毛收入一两万元。

助推乡村振兴，
带动农民增收

据当地旅游部门介绍，
自2016年黄鹤湖旅游区创
建工作启动以来，带动了周
边2个镇、16个村发展乡村
旅游，推动了旮旯沟旅游
区、白鹤湾度假区、中国西
部观赏鱼基地、竹苑水乡等
项目建设，吸引投资约9.5
亿元。

永安镇政府相关负责
人介绍，随着黄鹤湖旅游区
创建工作推进，“农旅结合”
的优势逐步发挥，有力促进
了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助推
了乡村振兴，也带动了农民
增收。

此外，以近500亩特种
水产基地为基础启动建设的
中国西部观赏鱼基地项目，
将发展珍稀鱼类和观赏鱼类
养殖、展示、交易。景区还创
新发展夏布绣产业，开发出
了以大千荷花图、大千牡丹
图、晏济元荷花、邱笑秋熊猫
图等知名画家作品为夏布绣
底稿的成熟产品线52种，年
产值近1600万元，带动居家
妇女就业2000余人。

曹德强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摄影报道

哪些情况不能通过网上退费？
办理后多长时间能到账？对于这些
市民关心的问题，成都交警一一进
行了解答。

1、此次“五路一桥”车辆通行
费退费范围是什么？我的车缴了
“五路一桥”费能不能退？

答：提前缴纳 2018 年及以后
“五路一桥”通行费年费的机动车，
符合条件的车辆按自然年度进行退
费，不按照月、季、半年或天等退费。

2、如何判断我的车是否符合
“五路一桥”退费标准？

答：判断方法1：已缴纳2018年
及以后年度“五路一桥”通行费年
费的机动车辆。判断方法2：已缴费
且行驶证最近一次年审有效期至
2019年或2020年的机动车辆。

3、提前缴纳了2018年及以后
“五路一桥”费的车辆可以退多少钱？

答：提前缴纳了2018年及以后
“五路一桥”通行年费的，按自然年
退还 2018 年度及以后年度全年的

“五路一桥”费。即年审日期在2017
年已缴纳2年“五路一桥”费，退还
2018年度全年的“五路一桥”费；年
审日期在 2018 年的车辆已于 2017
年提前缴纳2年“五路一桥”费的，
退还 2018 年、2019 年度全年的“五
路一桥”费；年审日期在 2018 年的
半年检及一年检车辆已于 2017 年
提前缴纳1年“五路一桥”费的，退
还2018年全年的“五路一桥”费。

4、在哪里办理“五路一桥”通
行费退费？

答：建议网上退费。窗口业务
繁重，建议除了单位车辆、身份证
等信息变更车辆到窗口办理，其他
车辆符合条件的请到网上办理退
费，避免窗口排队等候。

5、单位车辆到窗口办理需要
准备什么资料？

答：市区县车管所、交警分局
“五路一桥”退费窗口，需携带：1.单
位车辆提交委托书并加盖单位印
章，委托书需注明退费银行账户；2.
机动车所有人行驶证复印件1份（注
明联系电话）；3.缴纳“五路一桥”车
辆通行费的通用票据原件。

6、什么时间可以办理“五路一
桥”退费？

答：自 2018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建议广大车
主2月11日以后网上办理退费。

7、我的车年审到期时间是
2017年（1月~12月），2017年年审
时交了1年的“五路一桥”费，2018
年多出的月份可不可以退费？

答：不可以。“五路一桥”费按
自然年收取，2017年缴纳1年费用
对应为2017年度“五路一桥”年费。

8、我的车提前缴纳了2018年
的“五路一桥”费，缴费时行驶证地址
为二圈层车辆，现在地址已变更为一
圈层车辆，我按照什么标准退费？

答：按照缴纳的费用进行退费。
9、我的车辆已经过户，提前缴

纳的2018年“五路一桥”费是我交
的，钱应该退给我还是现车主？

答：退给缴费的原车主。

10、我提前缴纳了2018年的
“五路一桥”费，现在想把车辆过
户，我需要先退费再办理过户吗？

答：建议先退费再过户。
11、有哪些情况不能通过网上

退费，必须到窗口办理退费？
答：单位车辆，及以军官证、士

兵证、护照登记上户的车辆，须到
窗口办理退费。

12、网上办理退费业务后，需
等待多长时间才能到账？

答：退费周期约为 15 个工作
日，建议广大车主尽量提供建行、
工行、农行、中行等银行的储蓄卡
（不能使用信用卡）以确保退费款
如期到账。如果是中小银行，可能
存在银行转账失败或到账时间有
所延长的情况。

13、为什么我办理了退费业务，
告知我转账失败，需重新办理退费？

答：建议你可以到网上重新办理
（关注蓉e行，选择五路一桥退费）。

以下情况可能导致退费失败：
（1）提供的银行卡非机动车所

有人银行卡。
（2）提供的银行卡为信用卡。
（3）提供非成都开户的银行卡

办理业务，并且未提供银行开户行。
（4）所留银行卡状态为冻结、

挂失、销户等情况。
14、我名下的车辆退费，我没

有银行储蓄卡，能不能用其他人的
银行卡办理退费？

答：只能用本人的储蓄卡，否
则无法退款。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
排列 5”第 18042 期排列 3 直选中奖号码：
537；排列 5中奖号码：53769。●电脑型中国

体育彩票7星彩18018期开奖结果：3259958。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
2018042期开奖结果：131。●中国电脑型福
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18018期开奖

结果：红色球号码：27、02、25、13、18、12，蓝色球号码：
07。（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4A级景区助力乡村振兴
“家在景区旁，

高高兴兴就把钱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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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专项整治 让大家安心过年

成都车主注意！
2月11日起“五路一桥”可网上退费

三步快速搞定

自2018年1月1日零时起，成都市“五路一桥”车辆通行费停止征收，已缴纳2018年及以后年度通行费
的，可于2018年1月1日起办理退费。为此，不少车主纷纷涌向退费窗口办理，排起了长队。

不过，现在方便了，足不出户就能拿到“五路一桥”退费。2月11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交管局了解
到，从2月11日起，五路一桥线上退费可在“成都交警”和“蓉e行”两个公众号上进行操作。与此同时，“蓉e
行”官方微信服务号（微信号：cdjjrex）同步正式上线，注册成为“蓉e行”用户，即可网上办理“五路一桥”退费
业务，一般15个工作日就可以到账。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2月14日下午5点至2月21日晚上12点，网上退费会暂停办理。

高铁动车套餐“中央厨房”长啥样？记者为你详细打探

竹笋牛腩最好卖 15元套餐保证供应

网上退费具体如何操作呢？成都商报
记者采访了成都市“五路一桥”管理处征
收部经理欧志坚，他做了详细讲解。

首先，符合退费资格的市民，可微信
关注“成都交警”或者“蓉e行”官方微信服
务号，点击“蓉e行”菜单栏，通过手机验证
码注册登录、绑定身份证；然后在五路一
桥退费车辆查询界面，输入身份证号、车
主姓名查询退款信息，市民核对个人信息
后选择正确的车辆申请退费，申请前请市
民认真阅读《退费须知》。

填写完资料信息后，就可申请退费了。

●第一步：绑定身份证和行驶证
根据页面提示依次上传清晰的身份

证和行驶证正面照。
●第二步：上传收据

身份证和行驶证照片上传成功后，有原
始缴费票据的市民，按照提示上传真实、清晰
的原始缴费票据正面照即可。无法提供合格
原始缴费票据的市民，可选择“没有原始票
据”，在线阅读、确认《票据遗失声明》，并在右
下角缴费人签字处输入姓名签署《票据遗失
声明》，签署《票据遗失声明》后，原始缴费票
据即作废，不可再次用于申请退费。
●第三步：绑定银行卡

上传清晰的银行储蓄卡正面照，并根
据提示填写和核对银行卡信息。市民必须填
写本人的银行储蓄卡信息，否则将无法办理
退费。建议使用中国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
行、工商银行等储蓄卡，不支持信用卡。

银行卡绑定成功后，市民即可点击提
交等待审核，退款申请将于 15 个工作日
内反馈处理结果。

半年前，成都交警微信公众号
中的“蓉e行”交通众治公益联盟平
台正式上线，受到市民欢迎。2月11
日，“蓉e行”官方微信号正式上线，
市民办理车管业务将更加便捷。据
了解，之前的“蓉e行”是成都交警微

信公众号里的一个功能，现在新上
线的是一个官方微信号，也是由成
都市交管局创办，向广大车主提供
违法举报、电子监控违法处理等服
务。

成都交警提示，在办理“五路一

桥”退费时，已注册“蓉e行”的老用
户，可点击“成都交警”官方微信菜
单栏“蓉 e 行”直接扫码进入“蓉 e
行”官方微信，继续参与交通众治；
新用户直接关注“蓉e行”官方微信
注册即可。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网上退费不排队
“蓉e行”三步快速搞定

15个工作日就可到账
热
点
问
题
解
答

同
步
播
报

“蓉e行”公众号正式上线

香肠腊肉香肠腊肉、、
芽菜扣肉芽菜扣肉、、泡椒狮泡椒狮
子头……每趟高子头……每趟高
铁动车组上的旅铁动车组上的旅
客都可以品尝到客都可以品尝到
传统的中国菜肴传统的中国菜肴。。
列车上的盒饭都列车上的盒饭都
是如何制作是如何制作、、运输运输
的的？？哪些菜式最热哪些菜式最热
销销？？最便宜的最便宜的 1515
元套餐能不能保元套餐能不能保
证供应证供应？？

22月月1111日日，，成成
都商报记者走进都商报记者走进
成都铁路局成都成都铁路局成都
客运段铁路配餐客运段铁路配餐
中心中心———成都印—成都印
象川之味餐饮有象川之味餐饮有
限公司限公司，，这里是这里是
云贵川渝三省一云贵川渝三省一
市高铁动车套餐市高铁动车套餐
的的““中央厨房中央厨房”，”，探探
访高铁访高铁、、动车列动车列
车车组上的盒饭车车组上的盒饭
制作流程制作流程。。

春节期间峨眉山-乐山大佛景区
部分道路将分流管控

配餐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配菜 摄影 王红强

2月11日，永安镇人严婷（左一）正在川南大草原检票
口欢迎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