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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6月13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从四川省地质灾害指
挥部办公室获悉，结合四川省
气象台天气预报情况，6月13日
20时～6月14日20时，四川省地
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为3级，黄
色预警。

预警区域：广元利州区、朝
天区、旺苍县、青川县、昭化区、
剑阁县、苍溪县，绵阳盐亭县、
梓潼县、江油市，巴中通江县、
南江县、恩阳区，南充阆中市、

南部县。
四川省地质灾害指挥部办公

室提醒，请上述区域密切关注降
雨预报及降雨实况；检查防灾责
任体系落实情况；加密房前屋后
斜坡、靠山靠崖、沟口等危险地
段巡查；做好监测预警和预警信
息发布；发现险情迹象，果断采
取主动预防避让，确保群众生命
安全；做好突发地质灾害应急处
置准备工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四川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

举办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
班、重温入党誓词……为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热烈庆祝建党100周
年，中铁物资西南公司扎实推进
党史学习教育，推动学习成果转
化为工作成效。

以史为鉴
增强理想信念

6月7日至9日，中铁物资西南
公司举办党史学习教育专题读书
班，聚焦《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
史》等党史学习教育重点内容和
重点书籍，安排专门的时间段进
行集中学习、党课教育、交流研讨
和自主学习。

读书班期间，该公司党委书
记带头学、班子成员跟进学、党员
干部思考学，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学在深处、悟在心处、干在实处。
公司党员围绕以史为鉴、强化宗
旨意识、增强理想信念的主题展
开交流研讨，结合企业发展的实
际情况开展党史学习，切实将学
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企业高质
量发展的不竭动力。

这是中铁物资西南公司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的一个缩影。今年3
月以来，该公司党委启动了“党史
百年天天读”活动，在企业微信公
众号每天推送历史同日期党史学
习内容，促进公司全体党员进一
步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

党史学习在书本上，也在实
践中。5月8日，该公司党委组织党
员、入党积极分子和部分职工群
众共90余人前往陈毅故里，开展

“学习党史守初心，凝心聚力担使

命”的主题党日活动，激励广大党
员干部立足新时代，提振精气神、
展现新气象，奋力开新局。

将党史学习成果
转化为工作实效

学党史、践初心，焕发项目建
设新动力。

“在项目建设中，我们要学习
革命前辈的敢打敢拼敢做精神，
发扬革命先烈优良传统。”“我们
有信心，更加有决心在未来的建
设中保质保量地完成集采供应服
务！”“我们将继续秉承优良传统，
不断创新发展，努力成为国家经
济发展的责任承担者、区域协调
发展的深度参与者、社会和谐发
展的服务提供者。”中铁物资西南
公司的党员干部们纷纷表示，要
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高
标准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将党
史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目前，南遂潼高速公路南充
过境高速已全线开工建设，南潼
高速已初步建设入场。现阶段全
线重点建设工程为南充过境高速
嘉陵江特大桥，其16号桥墩、17号
桥墩已在汛期来临前提前完成主
墩柱出水施工任务。中铁物资西
南公司多途径全方位协调大桥建
设所需的稀缺资源，为保障嘉陵
江特大桥顺利施工贡献力量。

下阶段，该公司党委将重点
抓好“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和党史学习教育相关活动，着力
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问题，
不断营造庆祝建党100周年的浓
厚氛围，确保党史学习教育深入
推进、取得实效。 余良溦 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学在深处、悟在心处、干在实处

这家国企将党史学习成果
转化为工作实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6月13
日从成都市金堂县获悉，为弘扬传统
文化，端午佳节金堂县五凤溪景区组
织了“端来五凤溪，夏日更出‘粽’”特
色民俗文化活动。景区营造良好的节
日氛围，与四方游客共享传统佳节，一
同游景区、赏美景、传文化、过端午。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节日期间，景
区相继举行端午民俗展、端午趣味传
统游戏，包括投壶、套环、猜灯谜、诗词
接龙等，结合老照片、图文故事以展板
的形式呈现，向游客普及端午节文化
脉络，丰富端午节文化氛围。

景区还准备了丰富的奖品，现场
更有“坡坡上”入园门票赠送。工作人
员介绍，有一些游客穿着汉服或者唐
装来景区拍照，效果非常好。

为保障端午节期间景区安全稳
定，做好游客接待准备，筑牢安全防
线，五凤镇全方位提升绿化景观，清理
景区杂草1000余平方米，铺设花卉400
余盆，打造端午特色小景观、打卡点4
处，设置自动贩卖机、共享充电宝、免
费热水及矿泉水等自助站点12处。

“我们做好了充分准备，欢迎广大
游客朋友来五凤，与亲朋好友一起过
端午节。”金堂县五凤镇政府相关负责
人表示，期待大家穿着汉服来五凤玩

“穿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华宇

6月12日下午，成都崇州市街
子镇九龙峡，一个21人的徒步登
山团队因行进方向发生偏离，进
入无人山区被困，并有3人受伤。
经当地消防队长达7个小时的救
援，登山团队最终脱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
处警救援的成都崇州街子政府专
职队获悉，消防队于12日14时42
分许接到救援指令，指令称：街子
镇九龙沟（峡）山上有登山人员因
突遇落石受伤被困，需要救援，另
有多名人员被困无法下山。

“共有21人，经过了解，他们
所在的线路并不是原定的登山线
路，位置在一片无人山区，也没有
道路通行。”救援人员介绍，因被
困者位于无人山区，手机信号微
弱，无法准确获悉被困位置，只能
确定大概方向，且道路陡峭崎岖，
救援难度较大。

为尽快帮助被困人员脱困，
消防队员不断使用卫星电话与登
山带队向导进行沟通，由向导先
带领一部分体力充沛的队员下

山，消防人员则继续前往大致被
困点。

17时51分许，救援人员与第
一批下撤的登山队员在途中相
遇，共计12人。18时40分许，一行
人安全抵达山下。“碰头后，我们
安排了两名消防员带领他们下
山，其余的人员再和向导一起前
往被困地点继续救援。”消防队员
介绍说。

19时10分，剩余被困人员位
置被确定。经现场查看，有两名被
困人员被落石砸中头部受伤，另
有1名被困人员腿部受伤。经包扎
后，3名被困受伤人员在救援人员
的搀扶和协助下下山，剩余6名被
困人员也一同下山。

22时39分，所有被困人员全
部安全下山，并移交120及110。经
了解，该团队因向导对山区道路
不熟悉，误将团队带至无人山区，
又突遇落石致人受伤无法返回，
最终被困。

高国宏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杜玉全

向导带错路
21人登山队被困深山
3人受伤，消防7小时成功营救

国航：
首批航班计划分三个阶段完成

国航天府机场首批航班计划将分
为三个阶段完成：

第一阶段为6月27日至6月29日，
执行成都天府往返北京首都和上海浦
东两条航线，据悉6月27日国航在天府
机场将首航执飞成都天府至北京首
都、上海浦东两个航班，计划于上午11
时30分左右起飞。

第二阶段为6月30日至7月13日，
新增成都天府往返石家庄、天津、武当
山、广州、深圳、海口等航线；

第三阶段为7月14日至10月30日，
新增成都天府往返呼和浩特、长春、西
昌、昆明、北海、汕头、杭州等航线。

经过三个阶段的分步投运后，国

航在天府机场的日均起降航班将达到
60架次，飞抵30个国内城市，形成成都
天府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四角
菱形”枢纽网络布局。

川航：
运营48个航班25条国内航线

6月27日，川航将在天府机场首航
至北京首都航班，航班号为3U8001。
天府机场开航后，川航预计将投放10
架飞机，运营48个航班、25条国内航
线，通达29个国内航点。其中，前期川
航将先投放6架驻场飞机，每日运营25
个航班，开通成都天府至北京、天津、
大连、杭州、广州、乌鲁木齐、呼和浩特
等航班。7月14日起，川航将再增加运
力投放，转场4架飞机，新增23个航班，
每日运营航班量达48个，开通成都天
府至博鳌、鞍山、昆明、西宁、银川、南
宁、拉萨等航班。

东航：
首批转场运营20余条航线

东航是天府机场的四家基地航司
之一，自6月28日起东航在双流机场运

行的部分航班将转场至天府机场运营。
东航在天府机场运营的航线包括成都
天府至北京大兴、上海浦东、上海虹桥，
以及昆明、武汉、杭州、太原、西安、青
岛、合肥、西宁等20余条直飞和经停航
线，不少航线班期为天天都有航班。

成都航空：
两个机队参与天府机场运营

6月30日起，成都航空将部分航线
调整至天府机场运营，包括成都天府
至北海、张家界、井冈山、西昌等15条
航 线 ，其 中 有 7 条 航 线 将 由 国 产
ARJ21-700型飞机执行，另外8条航线
由空客机型执飞。

祥鹏航空：
6月30日转场至天府机场运营

祥鹏航空是天府机场的四家基地
航司之一，将于6月30日转场至天府机
场运营。为迎接天府机场开航投运，提
升旅客出行体验，祥鹏航空推出“天府
红包”和“天府畅行”优惠活动，其中

“天府红包”惠及所有乘坐祥鹏航空天
府机场进出港国内自营航线的旅客

（代码共享航班、联营航班除外）。

厦门航空：
每天运营22个航班6条国内航线

自6月30日起，厦门航空正式转场
天府机场运营，每天运营22个航班、6
条国内航线，通达北京、杭州、长沙、厦
门、福州、泉州等国内航点。

春秋航空：
在天府机场新开至沈阳航线

自6月30日零点起，春秋航空的成
都进出港航班从双流机场转场至天府
机场T2航站楼运行。转场后，春秋航空
在天府机场运营的航班主要有成都飞
上海（浦东、虹桥）、石家庄、宁波、经停
武隆至上海、沈阳等往返航班。其中，
成都飞沈阳为春秋航空进驻天府机场
的新开航线，采用空客A320机型执飞。

吉祥航空：
首个进港航班自南京飞抵

吉祥航空现有成都进出港航班日
均近20个，运营有包括成都至上海虹
桥、上海浦东、南京禄口、池州九华山、
贵州铜仁等航线，每周可提供座位数
超过1.6万个。自6月30日起，吉祥航空
的成都所有进出港航班转场至天府机
场运营。

根据现有航班编排计划，吉祥航
空首个抵达天府机场的直飞航班计划
于6月30日由南京起飞的HO1711航
班，采用空客A320系列飞机执飞，预
计当天上午11时抵达天府机场。该航
空公司最新的“百年吉祥”彩绘飞机有
望在转场当天执飞天府机场首个始发
航班。 据成都日报·锦观新闻

天府国际机场
首批8家航司航班计划全公布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开航投运
后，首批将有8家航空公司转场至
天府机场运行。这8家航空公司分
别为国航、川航、东航、成都航空、祥
鹏航空、厦门航空、春秋航空、吉祥
航空，均已公布天府机场航线运营
计划，目前这些航线的部分航班机
票已上线销售。

根据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公布的
消息，6月30日至7月13日，天府
机场每日计划起降航班188架次，
开通成都天府至北京（首都、大兴）、
上海（虹桥、浦东）、广州、深圳、杭
州、南京、厦门、武汉等商务干线，至
拉萨、三亚、迪庆、井冈山等热门旅
游航线；7月14日起，天府机场将提
高北京大兴、上海浦东、杭州、南京
等商务干线频次，同时新增丽江、桂
林、北海等文旅航线，每日计划航班
量增加至271架次。

首批8家航空公司都有哪些航
线转场至天府机场运营呢？

紧接01版 要全力抢救伤员，做
好伤亡人员亲属安抚等善后工
作，尽快查明原因，严肃追究责
任。习近平强调，近期全国多地发
生生产安全事故、校园安全事件，
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举一反三、
压实责任，增强政治敏锐性，全面
排查各类安全隐患，防范重大突
发事件发生，切实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大局
稳定，为建党百年营造良好氛围。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
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要求全
力以赴组织抢险救援和救治受伤
人员，尽最大努力减少伤亡，认真
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问

责。近期安全事故仍呈多发势头，
国务院安委会、应急管理部要督
促各地切实加强重点领域安全监
管和隐患排查，坚决遏制重特大
事故发生。

根据习近平指示和李克强要
求，应急管理部、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已派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事故
处置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抽调
重症医学、烧伤、心理干预专家等
组成国家级医疗专家组赶赴当地
指导做好事故紧急医学救援。湖
北省、十堰市党政负责同志已在
现场指挥处置。目前，现场救援、
伤员救治等工作正在紧张有序进
行中。

青龙湖
古代市集缩影

下午2时许，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来到青龙湖湿地公园大门处看
到，来来往往的行人中，不少人身着
汉服，三五成群地向公园内走去。来
自四川师范大学的李同学，穿着一身
淡绿色汉服，手中提着一大袋零食，
与同学一起向公园内走着。“我们买
了很多零食准备过来野餐，在地铁上
看到很多同袍，问了之后才知道今天
这里有活动，我们正好也赶过来看
看。”李同学告诉记者，其实从去年开
始，她便时常会穿着汉服到青龙湖湿
地公园来玩。“这里环境好、交通方
便，最主要是拍照漂亮。”

从青龙湖湿地公园正大门步行
约3分钟即可来到此次国风盛典活动
现场。远远的可看到一个大大的舞
台，知名汉服KOL阿达、汉服爷爷云
中鹤、喵苏苏等在舞台上准备着开幕
走秀。舞台的前方是汉风美学体验
区，有的在制作香囊，有的在做纸鸢，

还有的在进行民乐表演。
在距离舞台50米处，汉风品牌国

风驿站成了爱好者拍完照后又一打卡
点。有人来此试穿各种汉服，还有人前
来购买折扇、葫芦。一条30多米长的汉
风市集，成了最好的打卡地。

“这个小市集很有感觉，就像是
一个真正的古代市集一样，我感觉我
穿越了。”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节假
日有这样的古风活动，对于汉服爱好
者是一个福利，对于市民来说同样是
惊喜，这样的活动引入到绿道、公园中
来，能给市民带来更好的游玩体验。

环城生态公园
又一休闲好去处

“前天报名通道开通，昨天报名
人数已经超700人，随后我们赶紧将
报名通道关闭了。”据成都天府绿道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
此次活动受到汉服爱好者极大追捧，
为避免报名人数过多，造成青龙湖堵
塞，不得不关闭报名通道。

其实，从2020年10月青龙湖二期

正式与市民见面后，青龙湖越发炙手
可热起来。“周边没有现代化建筑，非
常适合穿汉服拍照，环境优美且空气
好，非常适合周末出来玩。”今年67岁
的汉服爷爷云中鹤告诉记者，随着天
府绿道的建设，越来越多的公园绿地
被绿道串联起来，这里成为越来越多
汉服爱好者的聚集地。

其实，为何选择在青龙湖，主办
方也有自己的考虑。“一个是因为国风
这个社群群体非常庞大，青龙湖很适
合做这个事情；其次青龙湖本身具有
明代的历史积淀，优美的自然生态本
底，再加上端午这个传统节日，促使我
们最终选择了这里。”上述负责人表
示，从4月份开始，该公司陆续在桂溪
生态公园、锦城湖公园开展了脱口秀
等活动，此次国风盛典活动后，还将于
7月在江家艺苑举办一个亲子活动，8
月份在青龙湖举办湖畔市集。“希望通
过这些活动告诉大家，天府绿道已基
本成型，环城生态公园已完全呈现，
市民可以到这些地方尽情玩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千名汉服爱好者青龙湖逛集
天府绿道成假日打卡地

““我穿越了我穿越了？？还是这里在拍电视剧还是这里在拍电视剧？”？”66月月1313日下午日下午，，刚刚进入青龙刚刚进入青龙
湖湿地公园的陈女士不禁发出了疑问湖湿地公园的陈女士不禁发出了疑问。。汉风流水市集汉风流水市集、、汉风美学区汉风美学区、、国国
风驿站风驿站、、礼射体验区……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礼射体验区……端午小长假的第二天，，上千名汉服爱好者齐上千名汉服爱好者齐
聚青龙湖聚青龙湖湿地公园湿地公园，，一场上千人的国风盛典在此拉开帷幕一场上千人的国风盛典在此拉开帷幕。。

据悉据悉，，此次活动为期此次活动为期22天天，，市民不仅可以逛具有穿越感的市集市民不仅可以逛具有穿越感的市集，，还还
可体验传统射箭可体验传统射箭、、欣赏宫乐复原音乐演出欣赏宫乐复原音乐演出、、看独具特色的水上船秀等看独具特色的水上船秀等。。

投壶、套环、猜灯谜……

端午节，穿汉服到
五凤溪玩“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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