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下雪天气，给道路通行带来一定安全隐患，
从7日下午开始，雅西高速公路公司就开始在冰雪
路段撒融雪剂。到了7日晚上，因夜间气温降低，道
路结冰严重，融雪剂已经达不到除冰除雪的效果，
高速公路的交通管制不再解除。

由于拖乌山普降大雪，作为备用绕行线路的
108国道也因大雪一度实施交通管制。冕宁县交警
大队民警张宏伟介绍，7日晚上，108国道的积雪也
有10多厘米厚，他们先后劝返往成都方向的车辆
共500多台。直到8日凌晨，天气有所好转，108国
道开始放行，几百台滞留车辆才顺利通过。

8日早上5点开始，高速交警上路巡逻，雅西

高速公路公司开展了两轮除冰除雪工作。“前面用
铲子铲，后面撒融雪剂，中间就用破冰车一滚，破
冰车还带有铲子，这样除雪的效率特别高。”雅西
高速公司路安部经理吴焕先介绍，今年他们首次
购置了一台破冰车，“比除雪车威力大，除雪车铲
不动的地方就用破冰车。”

8日上午10点，雅西高速冰雪路段已具备一定
的通行条件，但路上还有部分积雪薄冰，高速交警
现场布控，由警车编队通行，先放行货运车通过，
压碎薄冰，后放行小车通过。至此，雅西高速正式
恢复通行，吴焕先告诉记者，仅仅这次除冰除雪，
就用掉了35吨融雪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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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19时许，甘孜州政府新闻办通报，金沙江
“11.03”山体滑坡堰塞湖灾害发生后，按照国家应急管理
部和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重要指示精神，甘孜州高度重
视，迅速启动勘验排险各项工作，经过1876人4天4夜的
艰苦奋战，涉险群众得到有序安置、电力通讯物资得到
保障、抢险道路快速掘进。

为及时开展抢险救援，甘孜州第一时间开展道路
交通推进工作。截至11月8日14时30分，甘孜州通过
陆路掘进的方式将第一台挖掘机送抵堰塞湖坝顶指
定集结地，至17时第二台、第三台挖掘机抵达，并按照
国家应急管理部处置金沙江“11·03”白格堰塞湖应急
抢险协调小组第一次会议决定，将机具移交专业抢险
队伍开展排险作业。

11月8日19时许，据前线指挥部消息，目前已有5
台挖掘机行进到堰塞湖坝底，其余机具正按照指挥部
的科学安排，有序向前推进。

据现场处置组反馈，截至11月8日8时，堰塞湖坝
前水位2937.11米，累计上涨44.27米，平均每小时上
涨 0.22 米，入库水流量保持稳定，堰塞湖蓄水量约
3.24亿立方米，水面距堰塞体最低处高差约29.2米。

甘孜州政府新闻办通报，截至8日8时，通过投亲
靠友、分散安置等方式，已累计疏散转移受威胁群众
10080人（白玉县2548人，巴塘县2320人，得荣县1086
人，德格县116人，沿江施工企业4010人），疏散转移
群众均已得到妥善安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王勤

11月15日~16日，“第六届全球旅
游网络营运商合作交流会”将在都江
堰市举行。昨日，记者从“第六届全球
旅游网络营运商合作交流会”新闻发
布会上获悉，由成都市人民政府、四川
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本次大会为期
2 天，期间还将举办旅游合作集中签

约仪式，构建旅游大数据实验室，组建
四川精品景区联盟等。

据了解，全球旅游网络营运商合作
交流会已在四川省成功举办五届，积极
推动了全川、全国乃至全世界旅游产业
化、“互联网+旅游”的发展进程。

记者了解到，四川“网红景区”“网

红美食”“网红古镇”“网红博物馆”票选
活动，目前正在投票，最终评选名单将
于15日“第六届全球旅游网络营运商合
作交流会”期间公布。会议期间还将举
办旅游合作集中签约仪式，构建旅游大
数据实验室，组建四川精品景区联盟
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昨天，我们收到了老同学杨先生
的喜讯：将于11月11日和女友领证结
婚。能在双十一这天正式告别单身，二
位新人都觉得很有意思。原本父母在
黄历上挑了个吉日，但二人坚持要在
双十一领证，父母最终也答应了。

过去5年
超过10万新人收到喜酒祝福

各大喜庆的节日，也是新人们扎
堆领证结婚的时候。当今随着网络文
化的盛行，各大网络节日反而成了许
多年轻人结婚择日的上选。在这些节
日来临时，婚姻登记处门外，总能见到
排队领证的长龙和各类喜庆产品的推
广，其中有着“优选喜酒”之称的泸州老
窖六年窖可谓佼佼者。每年的双十一、
214情人节、520、七夕等节点上，全国
各地婚姻登记处都可见到泸州老窖六
年窖的倩影。大型爱心活动“结婚领证

送祝福”已持续多年，在别有意义的新
婚节点将喜酒赠与新人，为他们的喜
庆时刻增光添彩。自2013年开始，此项
活动已在全国700个婚姻登记处举办
了2000多场，超过5万对新人收到喜
酒祝福，现场预订喜宴近6000场，超过
200万人通过这些喜宴直接或间接感
受到“优选喜酒”的喜庆魅力。

自2005年上市以来，泸州老窖六
年窖坚持“顺文化”品牌理念，以“一路
顺，六六顺”为品牌主张，旨在让消费者
分享优质产品的同时，祈盼成长顺、学
业顺、爱情顺、事业顺、家庭顺、健康顺
等给予消费者真挚的“六六顺”祝福。主
攻喜庆宴席消费，为老百姓婚嫁添丁、
福寿年高、喜庆团圆、金榜题名、事业成
功、乔迁新居等“喜庆时刻”喝彩。

多重礼遇双十一
打造“顺文化”白酒

正是因为“顺文化”理念，在已
销售的泸州老窖六年窖产品当中，
70%用于庆功、婚宴、寿宴、升学宴、
团圆宴及节日庆祝等喜庆活动，品
牌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获得了中国
大众宴席市场消费者、行业媒体的
一致认可。自2010年起，泸州老窖六
年窖连续八年荣获全国主流报媒推
荐“消费者优选喜酒”。

在产品的开发和升级中，泸州
老窖六年窖不断听取消费者心声，
让产品本身也充满“顺”的韵味：“柔
顺醇和，丰满圆润”，更加符合现代
人健康饮酒、轻松饮酒的消费需求。

“今年的双十一，泸州老窖六年
窖将一如既往地开展‘结婚领证送
祝福’活动。届时更有‘微信集赞’

‘超值购酒’等多重礼遇，为‘脱单’
的新人们送上诚挚祝福。我们将坚
持不懈地把这一品牌活动延续下
去，为万千喜事增光添彩。”

今年双十一
泸州老窖六年窖送大礼助你脱单

“每年冬季来临前，我们就要对救援的物资进行清
理和补充，以应对恶劣的冰雪天气。”吴焕先介绍，今年
他们已准备了603吨环保型的融雪剂，还准备了100余
副汽车防滑链条，“高速公路上是不能使用链条的，但每
年冬季冰雪天气车辆打滑严重，才拿来应急使用。”

为应对冰雪天气，今年雅西高速公路公司首
次购进了 1 台破冰车，大型除冰除雪设备达到 9
台。“雅西高速公路冬季冰雪路中，麂子岗北坡冰
雪、暗冰路段有 6 公里；泥巴山北坡长纵坡 33 公
里，南坡长纵坡26公里，泥巴山隧道与腊八斤特大
桥之间冰雪、暗冰路段14公里；拖乌山北坡长纵坡
51公里，其中冰雪、暗冰路段21公里。”吴焕先介
绍，在这些容易产生冰雪的路段，每隔100米就堆
放了半立方米的沙袋，供汽车打滑时应急使用。

“冰雪天气温低，一般柴油还容易被冻住，我们
部分设备车用的柴油，太冷怕启动不了，从而影响
除雪工作。”吴焕先说，他们今年还准备了10吨特殊
的“－10＃柴油”，在零下几度也可以正常使用。在
应急后勤保障方面，在冰雪路段的服务区库存了价

值两三万元的干粮和饮用水，同时与服务区加油站
衔接，确保驾乘人员能及时得到救助。

每年12月至次年的2月属于雅西高速路冬管
时间段。吴焕先表示，在每年冬管开始前，雅西高速
公路公司、高速交警、交通执法、地方政府“一路四
方”就会召开联席会议，细化工作方案，安排除冰除
雪工作。同时，总结以往的经验和不足，明确各方工
作责任，“现在每天晚上都是巡查5至6次，其中夜
间是采取联合巡查方式，如果下雪不严重，巡查人
员现场可开展除冰除雪工作，如果严重就向上级管
理部门汇报，多方联动采取相应管控措施。”

吴焕先表示，在雅西高速栗子坪及泥巴山附
近驻扎了60人的应急救援队伍。“我们有两个应急
救援站，一个在栗子坪，一个在泥巴山，这些应急
救援人员都住在这里待命备勤，我们要求他们冬
管期间不能请假，主要负责除冰除雪。”吴焕先说，
一旦发生较大的冰雪恶劣天气，就可以及时地上
路救援和开展除冰除雪工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违法：
百万宝马二手才20万？
原来是非法拼装车

11 月 8 日上午 10 点半，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跟随成都市车管所
的民警一同来到成都兴原再生资源回
收公司，现场共有 6 辆拼装机动车进
行集中监销。

其中，一辆价值约百万的黑色宝
马 730 轿车在交通事故之后受损，维
修时偷梁换柱换上了 750 型号的车
架，并以20万低价进行转卖。“这辆车
型号是宝马 730，查获时发现车身是
730，但车架却是750。”成都市车管所
嫌疑车调查办公室民警介绍，这些非
法拼装车是在二手车过户时被查获，
通常是为了贪图便宜，使用其他报废
车辆的零部件对车辆发动机、方向机、
变速器、前后桥、车架等五大总成之一
进行了重新组装。需要提醒的是，这种
行为是法律不允许的。

严处：
查获拼装车27辆
涉及宝马等中高端品牌

“拼装机动车是国家法律明令禁止
的一种非法生产或组装机动车的行为。”
成都市车管所专职纪检员介绍，拼装车
具有严重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并严重危
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哪种属于拼装车？据了解，拼装车是
指未经国家机动车生产主管部门许可生
产的机动车；或者使用了报废机动车的
发动机（电动机）、方向机、变速器、前后
桥、车架等五大总成之一组装的汽车。

在现场，监销民警逐一核对此次
涉及销毁的6 辆汽车信息后，由回收
公司现场对其发动机、车架等进行破
坏性毁型、肢解报废，确保该批非法车
辆不再流入社会和上路行驶。

据统计，今年以来，截至目前，成都
交警部门共依法查获拼装机动车27辆，
其中涉及宝马、雅阁等中高端品牌。

提醒：
驾驶拼装车上路
将被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民警提醒，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百条规定：驾驶
拼装的机动车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
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通
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对
驾驶前款所列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驾
驶人，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一百零七条规
定，非法拼装的机动车予以拆除。

为此，成都交警呼吁广大群众遵
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自觉做到
不买卖、不使用非法拼装车，发现非
法拼装车辆时应及时向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进行举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摄影记者 陶轲

（广告）

成都交警集中销毁非法拼装车

百万宝马“偷梁换柱”被查

近20小时“雪战”

雅西高速
入冬首场大雪
“吃掉”融雪剂35吨

雅西高速公路公司：今年准备603吨融雪剂，60人救援队伍待命

一辆宝马730轿车在交通事故之后受损，维修时偷梁换
柱换上了750型号的车架，并以低价进行转卖。以为神不知鬼
不觉，却在二手车过户时被火眼金睛的交警识破。11月8日上
午，成都交警对包括该车在内的6辆涉嫌非法拼装的车辆进
行强制报废销毁（左图）。

据悉，成都交警严厉打击使用报废车辆零部件套用合法
车辆信息进行非法拼装的违法行为，今年以来，截至目前，共依
法查获拼装机动车27辆，其中涉及宝马、雅阁等中高端品牌。

7日开始，雅西高速迎来入冬后的首场大雪，受降雪影响路段达到39公里，部分路段积雪达到
20厘米厚。从7日16时左右开始，高速交警对栗子坪至彝海路段实行双向交通管制，交警连同雅西
高速公路公司等上百名人员，展开了一场近20小时的“雪战”。

直到8日上午，雅西高速拖乌山路段天气转晴，车辆缓慢通过冰雪路段，雅西高速恢复通行。“自
雅西高速2012年通车以来，每年冬季都要经历几场大雪，这次雪下得不算大。”四川高速交警六支
队的民警表示，对于接下来的冰雪天气，他们和雅西高速公路公司都已经做好准备。

8日下午，记者从雅西高速公路公司获悉，今年他们准备了603吨融雪剂，9台大型的除冰除雪
设备，还首次启用了破冰车，除冰效率更高；同时，在容易积雪的路段，每隔百米都堆放了半立方米
的防滑沙，在栗子坪以及泥巴山附近驻扎了60人的应急救援队伍，以应对冰雪极端天气。

7日15时左右，雅西高速拖乌山路段的雪越来
越大，而且气温骤降，车辆行驶十分困难。四川高
速交警六支队联同雅西高速公路公司立即启动冰
雪恶劣天气应急预案。据高速交警介绍，这是入冬
以来，雅西高速迎来的首场大雪天气。

“由于路面上产生了积雪，极易发生交通事
故。”四川高速交警六支队的民警介绍，面对突降
大雪，到了7日16时左右，路面积雪严重，拖乌山
段被迫实施交通管制，栗子坪至彝海路段双向交
通管制，所有攀枝花、西昌到成都方向车辆在彝海
下站，成都到西昌、攀枝花方向车辆在栗子坪收费
站下站。

“随着降雪持续，截止到7日傍晚，受降雪影响

路段达到 39 公里，部分路段积雪达到 20 厘米左
右，此时还有数百辆车在冰雪路段。”六支队的民
警介绍，因为路面结冰，加上该路段又是上坡，车
辆打滑十分严重，行驶十分困难，交警只能用手推
动车辆，助其脱困。

其中，高速交警在巡逻中发现，一辆载有38名
乘客的大客车抛锚，被困在冰雪路段，交警了解到
情况后，立即联系修理厂送来配件，修好之后开到
菩萨岗服务区，通过另一辆班车将全部乘客安全
转移。“我们先后护送、救助400余台车辆通过冰雪
路段，确保了冰雪路段未出现长时间大面积拥堵，
未出现车辆及人员滞留在高速上的情况。”

雅西高速迎首场大雪，交警救助400余台车辆

入
冬
以
来

“吃掉”35吨融雪剂，用破冰车效率高

除
冰
除
雪

今年已准备603吨融雪剂，60人救援队伍待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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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台挖掘机通过陆路抵达金沙江堰塞湖坝底

“第六届全球旅游网络营运商合作交流会”11月15日在都江堰市开幕

特朗普盼明年早些时候再会金正恩

高速交警帮助被困车辆脱困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7日说，
期待明年早些时候再次会晤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

就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与朝
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英
哲的会晤，特朗普说，将重新安排会
晤日期。

韩国外交部长官康京和 8 日说，
美方官员告知，是朝方临时提出推迟

蓬佩奥与金英哲的会晤。她说：“美方
向我们通报，朝方解释说，由于双方行
程繁忙，（会晤）应该延期。”

特朗普 7 日在白宫召开记者会，
“总结”国会中期选举，再次对第二次
美朝首脑会晤表达期待：“（会晤将在）
明年某个时候。明年早些时候。”

他同时说，不急于与朝方就无核
化达成协议。“制裁还在继续……我想

解除制裁，但他们（朝鲜）也必须响应。
这是双行道，”他说，“但我们完全不着
急，没什么可着急的。”

特朗普7日涉朝言论正值中期选
举结束，民主党重夺众议院控制权。一
些分析师认为，尽管特朗普所属共和
党依然掌控参议院，民主党却有机会
在众议院设障，可能影响特朗普政府
的对外政策，包括对朝政策。（新华社）

大型专业
设备正在除冰除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