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拟出控烟新规：
个人违规最高或罚200元
电子烟明确纳入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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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津县新平镇仙鹤社区“纯阳四
期”的住户李先生，前段时间发现自
家房屋中出现了白蚁。接到李先生等
社区住户反映的“白蚁食墙”问题后，
新平镇一方面由分管负责人带队排

查，落实问题原因，另一方面联系新
津县住建局寻求帮助。目前，已对出
现白蚁的房屋进行全方位灭杀，消除
了安全隐患。

诸如李先生这样，群众反映的问
题得到圆满解决，正是新津“平安社区
工程百日攻坚行动”取得实效的一个
缩影。根据行动方案，新津重点整治9
类29项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镇乡（街

道）、村（社区）和相关部门全部明确由
主要负责人担纲，落实专人具体负责，
构建“社区发现、镇乡呼叫、部门响应、
协同整治”联动工作机制，确保问题隐
患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截至5月17日，在新津平安社区
工程百日攻坚行动中，106个村（社区）
累计排查问题隐患2163件，已自行解
决1296件。镇乡（街道）接社区呼叫突

出问题和风险隐患639件，其他渠道
（暗访、自查等）发现272件，共计911
件，其中已解决367件、正在解决438
件、呼叫上报106件。新津县级部门接
镇乡（街道）呼叫突出问题和风险隐患
106件，县工作组及部门暗访、自查发
现1457件，共计1563件，目前已解决
1472件、正在解决91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雷浩然

白蚁损害房屋结构 街道协调全面灭杀

“起火了！起火了！”成都城北出
口高速上，3个人在飞奔，他们双手
各提一个灭火器，一直狂追着前方
自燃的货车……带头那个人，就是
成都城北收费站收费班长周倩。

“讲述蓉城交通故事 寻找最美
交通追梦人”，近日，周倩向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聊起自己经历的
3个惊心动魄的故事。

故事1
啤酒瓶划脖“还没反应过来”

当周倩毕业应聘高速路收费员
时，父母很支持。她本人也认为，岗
亭虽小，不怕风吹雨淋；工作虽枯
燥，对外少摩擦。然而，刚满 20 岁，
她就遇到了第一次险情。

“那次被啤酒瓶划伤了脖子，流
了很多血”，周倩告诉记者。这件事
当时不少媒体都报道了，而事情的
起因，是一位小车驾驶员不愿意交
高速路通行费。

“我就住这附近，凭啥交费？”
“请理解一下，我们这是收费公路。”

周倩向记者解释说，应征不漏、
应免不征是他们收费坚守的原则。
可没说几句，原本把车停在收费道
口的驾驶员，突然返回车辆，拿了一
个啤酒瓶并敲碎，向他们冲过来。

周倩还没反应过来，啤酒瓶尖
锐的玻璃片就抵着脖子了。“我没想
到那个年轻人那么冲动”，她说，自
己当时没什么感觉，后来摸脖子才
发现被划伤了，一手的鲜血。

“越来越多的同事围过来，大家
都劝那个驾驶员不要为了几元钱伤
害了人命”。最后，驾驶员被扭送去
了派出所，周倩被 120 救护车送去
了医院。幸而伤口不深，她的脖子上
才没有留下疤痕。

故事2
挺着大肚子 直面作假司机

周倩的冷静沉着被一个人看在
了眼里，那就是她的同事、路政人员
彭永。两人一起处理了很多事情，渐

渐互生好感，就在收费站这方小天
地相知相爱。但就在2013年两人的
爱情结晶即将出生时，周倩又遇到
一次危险。

当时已竞聘成为收费班长的周
倩负责整个班组的收费工作。一次，
她发现在一条货车道上，驾驶员开
着大货车走 S 形过地磅，涉嫌偷逃
高速公路通行费，她立即上前制止。

“这样称重不行，请你直线匀速
开过来”，周倩义正辞严地跟驾驶员
交涉。哪知对方从车上下来，也不管
她已大腹便便，就猛推了一把。周倩
一个趔趄，往后退了好几步，同事赶
紧将她扶住。

后来在驻站 110 的监督下，这
辆大货车重新过了秤。但驾驶员临
走之前威胁说：“下次不要让我遇到
你！”已不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言语
威胁，周倩表示有点麻木。“还有朝
我们吐口水的呢”，她说，“希望广大
司机朋友多一点点鼓励，多一点点
理解。我们接受任何正面的建议和
批评，但还是应该以正规的渠道和
方式来解决。”

故事3
提两个灭火器 狂奔追“火车”

作为北向出川大通道的起点，
成都城北出口高速几乎每天24小时
车水马龙，平常车流量就达10万辆/
天，来来往往的货运车辆特别多。

今年3月24日20时许，收费员
发现一辆3轴货车冒着浓烟。周倩赶
紧跑过去提醒车主，“师傅，你稍微停
靠一下，把火熄了，观察一下好吗？”

“不，不”，驾驶员摆摆手，马上
就一脚油门开走了。车辆刚起步，周
倩就看到轮胎冒起了火花，“不知道
他为什么坚持走，我们分析可能是
担心收费站附近有加油站吧？”

正是出于这个担心，周倩带着
收费员黎成蛟、郑强，一人提两个灭
火器，狂奔着追了上去。

车辆在距离收费站500米处停
下了。他们跑近一看，驾驶员竟拿着
一个矿泉水瓶在灭火。熊熊烈火肆
意燃烧着，3人用了6个灭火器，后
赶来的一名路政人员又用了两个，
火却越燃越大。眼看火势无法控制，
周倩马上要求大家赶紧撤离。驾驶
员还想往着火处冲，试图再灭火，被
他们拉住了。“车辆出了事，但人一
定不能出事”，她说。

周倩拨打电话通知路政并报告
准确方位，同时向高速交警、消防请
求支援。高速交警暂时封闭城北高速
出口所有车道，隔离出安全区域。消
防人员到达现场后，于当晚9时许将
火扑灭，高速路恢复了正常通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成都交投集团、受访者供图

哪些室外区域禁止吸烟？吸电子
烟受不受约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
都市政府官网立法征集板块获悉，

《成都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修
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

“征求意见稿”）正在公开征求意见。
市民可直接登录成都市政府官网，在
2019年7月1日前进行意见反馈。

电子烟雾拟纳入监管
明确“室内”“室外”概念

此次“征求意见稿”明确了用语
含义，对“吸烟”行为、“室内”、“室外”
指代范围做出明确说明。其中，吸烟
是指吸入、呼出烟草的烟雾或者有害
电子烟雾，以及持有点燃的烟草制品
的行为。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广泛流
行的吸电子烟雾已经被明确纳入到
吸烟行为中，将受到约束。

而“征求意见稿”中所限定的“室
内”是指有顶部遮蔽且四周封闭总面

积达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建筑物、构筑
物内的所有空间。“室外”则指由建筑
物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实际控制的建
筑物以外的区域。

5类室外区域拟禁烟
商业体内茶馆酒吧等也要禁

根据“征求意见稿”，共有5类公共
场所、工作场所的室外区域禁止吸烟：
（一）妇幼保健院（专科医院）、儿童医
院、儿童福利院、设有儿童保护机构的
综合福利机构等主要为妇女儿童提供
服务的医疗卫生机构、儿童福利机构；
（二）托儿所、幼儿园、中小学校、少年
宫、教育培训机构等主要为未成年人提
供教育、教学、活动、服务的场所；（三）
体育场馆、健身场所、演出场所的观众
坐席和比赛、健身、演出区域；（四）对外
开放的文物保护单位；（五）法律、法规、
规章规定的其他公共场所。

限制吸烟场所则包括：茶馆、棋
牌室、酒吧、咖啡厅、小餐饮店；歌舞

厅、游艺厅等娱乐场所；按摩、洗浴
（包括桑拿、水疗、水会、足浴）等休闲
服务场所。不过“征求意见稿”特别提
到，设置于商业综合体内的前述限制
吸烟场所，按禁止吸烟场所规定执
行，室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

“征求意见稿”鼓励限制吸烟场
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将本场所设置
为禁止吸烟场所。成都市人民政府可
以根据举办大型活动的需要，临时划
定禁止吸烟的室外区域。

个人违规最高或罚200元
经营单位最高或罚2万

“征求意见稿”提出，禁止吸烟场
所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不得在场所设置
附有烟草广告的标识和物品；不得设
置烟缸等与吸烟有关的器具。对在禁
止吸烟场所内的吸烟者，劝其停止吸
烟或者离开该场所并拒绝为其提供服
务；对不听劝阻者，报告相关控烟监管
部门处理；不听劝阻并扰乱公共秩序

的，报告公安机关处理。限制吸烟场所
经营者和管理者应在显著位置设置吸
烟有害健康的警示标识；有义务采取
措施为消费者提供非吸烟区。公民有
权要求在禁止吸烟场所内的吸烟者停
止吸烟；有权要求禁止吸烟场所的经
营者和管理者劝阻吸烟者吸烟。

烟草制品经营者禁止向未成年
人销售烟草制品。对难以判明是否已
成年的，经营者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
证件；对不能出示身份证件的，不得
向其销售烟草制品。

在处罚方面，根据“征求意见
稿”，个人违反条例规定在禁止吸烟
场所吸烟，由有关行政部门予以警告
并责令立即改正，同时处50元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50元以上200元以下
罚款。单位经营者和管理者违反相关
规定，由有关行政部门予以警告并责
令限期改正，同时可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的处
5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曾那迦

年 奋斗新时代壮丽77

硬核女收费员
被划破脖子没感觉

提两个灭火器追“火车”

一环路33岁了！
里里外外升级改造
破解“中年危机”

一环路可以说是成都最老资格的城市主干道
了，成都人对它颇有感情，但随着时代发展，也越来
越感到无奈：太窄了，有些堵。

于是2018年，成都宣布启动一环路道路综合
整治工程，要给这个城市最核心地带的“圆环”来一
次里里外外的大升级大改造。

如今，一环路33岁了，整治工程目前如何推
进？“中年危机”的一环路能否焕发新生？

改造
之切

难度
之大

老管网“不堪重负”亟待更新升级
近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都

城投建设集团获悉，截至2019年5月24日，
一环路已开始打围施工的路段共12段，打围
总长5.68km。依照方案，除了将按照“公交优
先”和“慢行优化”的原则对人行道和非机动
车道进行扩容改造和景观提升外，工程的另
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全面改造提升一环路地
下管线。

对成都一环路而言，更新老旧管网是道
路综合整治的“先手棋”。

成都城投建设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一

环路自1986年建设，如今随着成都市经济飞
速发展，人口不断增多，一环路初期管网设
计的承载能力已渐渐“不堪重负”。存在管网
陈旧、管径过小、布局凌乱、管材老化等问
题，造成管网漏损大，居民的供水压力和供
水安全得不到有效保证。因而管网更新，成
为当下一环路亟待“升级”的重点。

昨日，记者来到一环路西一段，这里正
打围施工，进行综合管网改造。城投建设集
团工程管理一部部长李堃告诉记者，施工期
间，曾6次遇到老排水管网的“自然渗水”，若

不及时更新一环路的综合管网，老化的管网
将给市民生活带来极大不便。

而一环路道路综合整治中的管网改造
任务，主要是将地下排水管网扩容更新。新
管道的容量，将比老管道提高约50%，以匹配
当前的给排水需求。

记者了解到，完成一环路污水管线改造
工程，是2019年成都市十大民生实事目标中
提升市容环境的内容，“这是一个‘里子工
程’。”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这同时也
是成都锦江水生态治理的一部分。

施工期间“不断水不断电”保证4车道通行
记者在现场看到，施工一侧立着一排石

桩。李堃告诉记者，石桩的作用是挡土。“因
为我们的施工并不是直接拆掉旧管网安装
新管网，而是先将新管安装完成后，再拆除
老管道”，石桩的作用，就是保护老管网不受
施工影响。这样，施工期间老管网依然能正
常使用，确保居民供水不受影响。

事实上，确保施工中老管线的正常运
行，正是此次施工的一大难点。

“因为要全环保证在双向4车道的基础上

施工，所以这也给施工加大了难度。”据施工
方工作人员介绍，对于施工单位来说，施工场
地狭窄，需多次倒围施工。此外，成都气候多
变，若忽遇狂风骤雨，围挡维护就显得尤为紧
要，工人们每隔一小时便要全线巡查一次。

“这是成都市人流、车流最密集的道路，
造就了一环路工期异常紧张，任务尤为繁
重。”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尽管有难
度，但各参建单位仍要准确把握建设速度与
建设质量的关系，牢牢坚持质量标准不放

手、施工标准不降低、安全监督不松手。
据成都市住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一环

路全长19.4千米，共涉及13个在建地铁站。目
前，一环路下穿隧道段已于3月底建成通车。
而西半环区域内2.78公里正在施工，分别有4
段，磨子桥下穿至省体育馆、衣冠庙至省骨科
医院、芳邻路至大石西路节点、中医大至抚琴
路站，正进行雨污水施工。东半环目前已进场
打围6段，共计2.9公里，也正在紧张施工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 施工期间保证老管网依然正常
使用，确保居民供水不受影响
■ 施工期间全环保证双向4车道
通行
■ 人流、车流最密集，工期异常
紧张

改造难度

周倩（右）和她的收费班组

救火现场

上接01版

长期工作积累
都曾获“先进个人”称号

突发情况的灵活应对，离不开
长期的工作积累。“我工作十年了，
他（丈夫）六年。”身为龙泉驿区中医
医院心血管科护士长的游长江，
2009年参加工作，在单位，她凭着超
强的业务水平曾多次荣获“最满意
护士”、“操作小能手”、“先进个人”、

“护理技术标兵”等称号。她曾获得
护理技术操作相关考试的第一名，
今年还当选为四川省中医药学会心
力衰竭委员会第一届委员会委员、
荣获“优秀护士长”称号。而丈夫李
青霖医生，2013年开始在龙泉驿区

中医医院老年病科从事住院医师工
作。2014年和2015年，他还赴甘孜州
从事援藏工作。2018年，获得了医院
先进个人的称号。

平时夫妻俩工作有多忙？游长
江用“打仗”二字来形容，“忙的时
候，中午经常加班吃不到饭。”对夫
妻二人来说，平时的急救主要还是
发生在医院抢救室，这种户外的突
发急救情况还是第一次遇到。

游长江还说，自己也没有想
到，网友不小心拍下放在网上的救
人视频，居然会这么火，但不管在什
么情况下，面对病患，他们会第一时
间伸出援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受访者供图

一环路施工现场

紧接01版 对提升城市品质、推动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一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时
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层层压紧
压实主体责任和监管责任，严把工
程质量关，加强工地标准化管理，切
实做好裸土建渣覆盖、道路保洁等
工作。二要加强统筹协调，强化部门
间协作配合和信息共享，主动补位、
互相补台，合理安排施工时序，以更
加有力有效的举措高质量推动各项
施工任务如期完成。三要探索建立
长效管护机制，坚持以科学化、常态

化、信息化、智能化为核心，对已建
好的项目加强巡查和日常监测管
护。四要做好城市道路立面设计，抓
紧落地实施，切实改善城市容貌，全
面提升城市形象。五要加强宣传引
导，丰富宣传手段、扩大宣传范围，
讲清楚城市道路扩容升级的必要
性、紧迫性和改造难度，切实加强信
息公开，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努力营
造共建共治共享良好氛围，共同促
进城市品质不断提升。

副市长刘玉泉，市政府秘书长
周先毅等参加现场办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