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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
北向开放
米仓山隧道

是巴陕高速的关
键控制性工程，
其贯通为巴陕
高速年底全线
通车奠定了坚
实基础。届时，
四川将新增一条
北向出川大通
道，进一步加强
川陕合作，扩大
北向开放，有效
服务四川“四向
拓展，全域开放”
战略实施。

融入
“一带一路”

空客A350
的到来，让川航
成为内地首批接
收这一全球最新
最高效双发宽体
飞机的客户之
一。新机的加盟
将为川航打造
“熊猫之路”，积
极融入“一带一
路”提供更强劲
的运力支持。同
时，川航在航旅
服务中融入熊
猫元素与地域
文化，更让中外
旅客感受到四
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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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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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米仓道，即将不再难！千百
年来，北向出川、秦岭横亘。其中，米
仓山便是其中一道艰险屏障。昨日
上午，川陕两省交界处，巴陕高速公
路控制性工程——米仓山隧道实现
双幅贯通。

创下几个“最”
西南最长 独头掘进最长

巴陕高速公路（G85）起于四川省
巴中市巴州区，经南江县，止于川陕两
省交界处的米仓山隧道，全长约117.5
公里。涉及控制性工程桥梁55座、隧道
20座，全线桥隧比高达78.2%。

米仓山隧道是巴陕高速中的控

制性项目，隧道进口位于陕西省汉
中市南郑县小南海镇小坝附近，出
口位于巴中市南江县关坝乡。

该隧道全长13.8公里，是目前已
贯通的西南最长、国内第二长的高速
公路隧道。隧道出口端掘进达8公里，
是国内独头掘进最长的公路隧道。

该隧道也是单座隧道风井规模
最大，既设置地下风机房又有地面
风机房的高速公路隧道。中部设置
的深432米和净直径9米的竖井，为
国内在建最大规模通风竖井。

考虑到国内司乘人员对隧道内
行车安全性与舒适性的关注，米仓
山隧道建设团队计划将该隧道分为
4段，分别布置洞身装饰，将大美秦

川的景观放置其中。
在洞门设计上，秦川两地特色与

历史文化也将融入其中。在巴中端，
错台式洞门设计寓意着蜀道难到蜀
道通、再到蜀道畅，也蕴含着出川拥
抱世界的开放姿态；汉中端代表了进
入四川的门户，蜀门秦关的意蕴将庄
严地呈现在城墙式洞门上。

打通千年屏障
从巴中到汉中只要1小时

以往，从四川巴中到陕西汉中，
都要翻越米仓山，每年冬季大雪封
山、交通中断。米仓山隧道通车后，
打通千年屏障。从巴中到汉中，路程

将由原来的3.5小时缩短为1小时。
米仓山隧道是巴陕高速的关键

控制性工程，其贯通为巴陕高速年
底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届时，
四川将新增一条北向出川大通道，
进一步加强川陕合作，扩大北向开
放，有效服务四川“四向拓展，全域
开放”战略实施。

作为第三条北向出川高速通道，
巴陕高速建成后，将和广陕高速、达
陕高速“三箭齐发”，增强川东北经
济区与成都平原经济区的联系，给川
陕革命老区的脱贫攻坚注入强心剂，
促进四川“一干多支、五区协同”区域
经济新格局的形成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昨日上午10时48分，一架带有
俏皮“熊猫彩绘”且颇具四川元素的
空客A350徐徐降落在双流国际机
场T1航站楼，这是四川航空首架空
客A350飞机，川航也由此成为中国
内地首批接收这一全球最新最高效
双发宽体飞机的客户之一。

新机的加盟将为川航打造“熊
猫之路”，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提供
更强劲的运力支持。同时，川航在航
旅服务中融入熊猫元素与地域文
化，更让中外旅客感受到四川文化。

乘坐环境更宽敞
执飞时长达17个小时

随着国内首批空客A350的顺利
落地，意味着乘机出行方面有了一次
新的升级。昨日，成都商报记者率先
体验了空客A350的乘坐环境。

川航引进的这架A350飞机拥有

331个座位。其中，公务舱28个座位，
一排4个，采用了1-2-1反鱼骨型座
椅设计，使机舱空间感更大，同时具
有较好的免打扰和隐私保护性。

经济舱共303个座位，乘坐空间
也有较大改善。据川航相关工作人
员介绍，经济舱将原本一排10个座
位改成了9个，采用3-3-3布局，每
个座位还配置了一体式腿撑和超大
脚踏板，正常身高的乘客腿可以随
意伸直了坐。

空 客 A350 飞 机 可 提 供 高 达
8000海里（14816公里）的远程飞行
能力。据川航工作人员介绍，川航这
架A350执飞时长达17个小时。

提供交互式娱乐系统
空气每两三分钟更换一次

“除了乘坐更宽敞而外，另一个
亮点是娱乐系统。”川航工作人员介

绍，座椅后的机载娱乐综合平台采
用全触屏操作，包括中文、英文、法
文等不同语言，还提供USB接口。

另据了解，A350客舱空气管理
系统使客舱空气每隔2至3分钟就更
换一次，独特的湿度控制可保证机
舱空气湿度更高，适合长时间飞行。

先进复合材料、新型高效发动
机、良好气动性能，都有效提升了
A350飞机的运行效率，可实现更低油
耗、更少排放、更安静平稳的绿色环
保飞行。更宽的座椅、宽大的全景舷
窗、LED情境灯光系统、新一代全舱
交互式娱乐系统，将为旅客营造更丰
富、更舒适、更愉悦的乘机体验。

首航将飞北京
此后适时投入国际航线

川航此架A350飞机采用熊猫
主题彩绘涂装，其中一只卡通大熊

猫的原型是川航认养的大熊猫“三
优”，谐音川航二字代码“3U”。

据悉，川航这架A350飞机首航
将执飞3U8885成都至北京熊猫主
题航班。此后，将执飞北京、上海等
地航线，并适时投入国际航线运营。

川 航 第 一 批 次 将 引 进 14 架
A350加入其机队，为川航“上山出
海”战略和“熊猫之路”计划提供更
为坚实的运力支撑。近年来，川航加
快国际化发展步伐，推出“熊猫之
路”计划，国际航线通达亚洲、欧洲、
大洋洲、北美洲多个航点，并将于年
内和明年初，在已开通运营的近50
条国际（地区）航线基础上，陆续开
通特拉维夫、开罗、哥本哈根、波士
顿及亚洲区域等国际航线，进一步
完善国际航点布局，巩固成都国际
航空枢纽的主流航企地位，促进中
国西部与世界的交流往来。

成都商报记者 费成鸿

同步播报

成兰铁路成都至川主寺段
10个新车站站房正式开建

昨日，成兰铁路成都至川主寺（黄
胜关）段10个新建客站站房工程正式开
建。这10座客站分别为三星堆站、什邡
西站、绵竹南站、安县站、高川站、茂县
站、镇江关站、松潘站、川主寺站、黄胜
关站。据成兰铁路公司介绍，为保证结
构安全，设计上通过软件建模进行核算
及受力分析，将采用多种方式全面提升
站房抗震能力。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远程飞行能力达8000海
里（14816公里），川航这架执
飞时长达17个小时

客舱宽度约51米
拥有331个座位
公务舱一排4个座位，共

28个座位，空间感更大，免打
扰和隐私保护性更好

经济舱一排9个座位，
共303个座位，座椅宽约
45.7厘米，每个座位配置
一体式腿撑和超大脚踏
板，正常身高的乘客腿可
以随意伸直

空客A350
更高效

川航首架空客A350回家

助飞“熊猫之路”
为川航加快国际化步伐提供更强运力，也让更多旅客感受到四川文化

巴陕高速米仓山隧道贯通

四川北向更通畅
巴陕高速预计年底全线通车，届时从巴中到汉中只需1小时

起于四川省巴中市巴州
区，止于川陕两省交界处的米
仓山隧道

全长约117.5公里
工程涉及控制性工程桥梁

55座、隧道20座，全线桥隧比
高达78.2%

米仓山隧道全长13.8公
里，是目前已贯通的西南最长、
国内第二长的高速公路隧道

巴陕高速公路
更顺畅

关键词

米仓山隧道实现双幅贯通，千年屏障被打通 摄影记者 王红强

辅警中刀倒下
所长迎刀再上

铭记英勇时刻

04 05

还原日常点滴
他常对老婆说
“我先挂电话了”

公安部发唁电沉痛哀悼仁寿牺牲民警王涛、廖弦

昨日，四川航空首架A350-900飞抵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摄影记者 张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