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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从小猪佩奇国际文旅项目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全国首个小
猪佩奇独立景点——小猪佩奇国
际文旅项目正式落户四川眉山。

资料显示，该项目由中军天
信（北京）投资公司和卓越集团，
携手默林娱乐集团和孩之宝共同
开发建设，选址眉山天府新区视
高街道。项目建设周期3年，计划
2023-2024 年开业运营。主要包
括小猪佩奇景区、小猪佩奇酒店
和全新的海洋探索中心海洋馆。
其中，海洋探索中心（SEA LIFE）
是以海洋生物为主题的全球第一
大海洋馆连锁品牌。

小猪佩奇国际文旅项目的
运营商是默林娱乐集团，该集团
为全球领先的场地式家庭娱乐
景点运营公司。默林的景点规模
在欧洲排名第一、世界排名第

二，旗下共拥有 129 个景点、21
个酒店和 6 个度假村，分布在四
大洲24个国家。

作为国家级天府新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眉山紧邻成都，区位优
越，坐拥“双机场”，拥有“三横四
纵”高速路网、“三横九纵”铁路
网、“双高双港”立体交通网。近年
来，眉山勇担省委赋予建设开放
发展示范市、高新技术产业集聚
地、现代服务业发展示范区的重
大责任，与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
区建立了经贸关系，成功引进维
亚康姆国际文创、信利高端显示、
中法农业科技园、中日国际康养
城、通威全球创新基地等高端优
质项目 600 余个，其中百亿项目
30个，总投资超1.2万亿元，并积
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全力打
造内陆开放新高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6 月 22 日，第十五届中华技
能大奖和全国技术能手表彰大会
在北京召开。会上，四川九洲技师
学院副院长游洪建荣获中华技能
大奖。

据介绍，游洪建曾将加工精
度做到千分之一毫米，误差仅
0.001毫米，达到了数控机床都难
以达到的精度。

据了解，“中华技能大奖”是
我国给予高技能人才的最高政府
奖项，获奖者素来被誉为“工人院
士”。该奖每两年评选一次，旨在
加速培养具有优秀品质和高超技
艺的技能人才，表彰他们为企业、
为国家作出的突出贡献。自1995
年设立评选表彰制度至今，我国
共表彰“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
200余名。

创造“九洲精度”

1991 年，游洪建中学毕业。
在成绩优异的情况下，他毫不犹
豫地选择进入父亲所在单位的技
工学校——当年的 203 技工学
校，如今的四川九洲技师学院。在
这里，他从一个普通学生起步，从
一个不知道什么是机床、什么是
模具，看不懂图纸的农村娃起步，
磨破了数十把锉刀，阅读了百余
部技术手册，高质量完成了学院
各类别课程，成长为一名毕业即
能上岗的优秀技术工人。他精益
求精的精神和军工报国的思想，
也在这里得到了启蒙。

毕业后，游洪建凭借优异的成
绩顺利接替父亲的岗位进入九洲
集团。他在岗位上不断突破极限，
甚至将加工精度做到了千分之一
毫米，误差仅0.001毫米，达到了数
控机床都难以达到的精度，这个精
度也因他而被命名为“九洲精度”。
20岁他成为最年轻的班长，22岁
成为班组长，34岁成为九洲集团最
年轻的首席技能专家，35岁便摘得
全国技术能手桂冠。

2009年，游洪建再次回到四
川九洲技师学院，进阶学习最新技
能理论知识。随后，他在九洲集团
创立游洪建技能大师工作室，用掌
握的新知识反哺生产。作为九洲集
团军工生产战线的技能带头人，他
的工作室承担着企业重大装备的
关键零组件生产加工工作。许多加
工难度大、精度要求高、质量价值
重的零件，他是九洲集团指定的唯
一首席操作师，攻克了大量生产及
在研型号产品的加工技术难题，解
决了众多困扰军工生产质量和效
率的瓶颈问题。

他主创的《焊件受力检测仪》
等9个项目的技术成果获得国家
发明专利授权，主创的《三工位自
动化板材集成输送装置》获得中

国科技城第二届创新创业大赛三
等奖。他带领的“小点子”QC 小
组质量改进成果丰硕，是中国电
子信息协会明星小组，主创的《某
产品外壳加工工艺研究》等 8 个
QC 课题，连续获得中国电子信
息行业成果一等奖和中国质量协
会成果一等奖。

培养高技能人才

随着时代发展，游洪建意识
到，将技术攻关转为技术传承，培
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
工巧匠、大国工匠是当务之急。于
是，他毅然选择回到自己的母校
——四川九洲技师学院，从事高
技能人才的培养工作。

作为学院副院长，游洪建积
极参加各种技能帮扶活动，主动
为技能人才、制造行业发声，利用
九洲技师学院的阵地，做了很多
普惠性培训活动，年培训人数达
2000人次以上；他瞄准技术变革
和产业优化升级方向，致力于让
专业教材、课程对接企业和市场
实际需求。他组织团队开发技能
培训课程25套，写了8本专业技
术书籍；他把30年来累积的对工
匠精神的理解和精尖的技艺倾囊
相授给学生，为企业、军队、地方
和学院培养了高级技师35人、技
师 187 人，培养省部级技能大赛
获奖选手33人。

据介绍，从业 30 年来，游洪
建先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技术能手、四川省敬业奉献
道德模范、四川省五一劳动奖章、
四川省技术能手、四川省首席技
师、四川省岗位学雷锋标兵、四川
工匠、天府工匠等荣誉称号。他是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
建设司培训专家、第三届四川省
专家评议（审）委员会成员、全国
国防邮电工会钳工专委会副主
任、四川省国家职业技能鉴定高
级考评员、四川省职业技能竞赛
专家组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单行道、单侧停车”，23日，成都
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属地政府对
金牛区抚琴“面街”片区路网推出了新
型交通组织模式。同时,针对片区临时
停车特点，成都交警首次推出了扫码
限时临时停车泊位的便民举措。

“蓉e行”平台申请限时停车泊位：

据介绍，限时临时停车泊位是指
在规划的区域、路段,允许机动车临时
停放一定时间,不予处罚,最大限度方
便群众便捷出行。

目前，“面街”片区限时临时停车
泊位集中在光荣北路、光荣路、文家后
巷合围的三角区域，这一区域也是面
馆商家最集中的区域，所以把限时停

车泊位的设置点选择在了这一区域进
行试点。限时停车泊位的服务时段是
从 7：30 至 22：00,有临时停车需求的
群众可以通过“蓉e行”平台申请限时
停车泊位。申请成功后,允许停放时间
最长不超过30分钟。

限时临时停车泊位的申请步骤：

首先，用微信登录进入“蓉 e 行”
平台(需要注册“蓉e行”用户)。

第一步：车辆登记,按系统提示选
择号牌种类、输入车牌号码。

第二步：停放照片采集，停放照片
采集有两个注意事项（1.确保车辆号
牌清晰；2.确保车辆停放在泊位内）。

然后，进入倒计时界面（30 分

钟），在倒计时结束之前操作确认离场
并驶离泊位。

使用注意事项：

1.“面街”片区限时临时停车泊
位,限停30分钟,超时或者不在泊位内
停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法
处罚。

2.24 小时内，同一个“蓉 e 行”用
户,同一辆机动车只能申请一次限时
临时停车泊位。

3.广大驾驶员需自觉遵守限时临

时停车泊位相关规则,文明停车。若两
次以上违反相关规则,今后将会被限
制申请使用限时停车泊位。

4.由于限时临时停车泊位的服务
时间是（7:30 至 22:00）,22 点以后，如
确需停车的驾驶员,请注意车辆安全,
并在 7 点 30 分以前驶离泊位,方便其
他群众使用。

最后,由于“面街”片区的停车资
源有限,成都交警提示，广大市民尽量
还是应当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6月23日，记者从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获悉，按照《四川大学华西临床医学
院/华西医院党史学习教育“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方案》要求，6月25日
（周五），华西医院组织160余名医生开
展“线上-线下、华西-社区”联合义诊活
动，总计2000余个义诊号，将在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门诊广场、成华区4个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进行线下义诊，而首次开
展的线上义诊将通过“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微信公众号”“华医通APP-华西医院
互联网医院”平台进行，特别适合上班
没时间到现场或者外地的患者选择。

一、线上义诊参与途径：
1.义诊平台：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微信公众号，

以及华医通APP。
微信公众号线上义诊途径
以微信公众号为例，在6月25日9：

00~11：00，点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微信
公众号页面的“诊疗服务”后，在“特色服
务”一栏点击进入“在线义诊”即可。

同时，还可以在活动当天点击链
接直接进入到“在线义诊”页面。

2.义诊人数：此次活动每位线上
医生可义诊10位患者，共有1000个线
上义诊名额可供参与。

3.在线义诊服务内容：
① 在线向医生描述疾病情况，可

提供近期清晰的检查报告/结果，医生
给予相应的建议。

② 必要时医生会在线上开具相
应检查，部分检查项目可在线上直接
预约，后期可在手机上查询检查报告。

③ 线上义诊后需到医院面诊的
患者，医生可为患者预约线下的号源。

④ 如果医生在线上义诊时开具
了处方，患者可选择药品配送到家或
自购自取。

4.关于接诊时间及回复的提醒：
由于100名参与线上义诊的医生

都是利用工作之余的碎片化时间为大
家服务，所以，在线义诊的医生会在24
小时内接诊，48小时内完成问诊。

二、线下义诊（一）
1.义诊时间：6月25日9：00~11：00
2.义诊地点：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门诊广场

3.医务人员参与人数：38名多科
室医务人员

4.义诊名额：为保证义诊效果，每
位医生诊疗限25位患者，共计950个名
额，先到先得。

5.提醒：
①患者请携带相关检查资料；
②按照疫情防控要求，来院参与

义诊的朋友请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出
示健康码（无健康码的患者可填写纸
质版资料），测量体温，全程佩戴口罩，
保持1米间距。

三、线下义诊（二）
1.义诊时间：6月25日9：00~11：00
2.义诊地点：
①跳蹬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杉板

桥分中心：杉板桥路266号5栋1层
②二仙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二

仙桥北路14号
③双桥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

华区建设南新路5号
④府青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成

华区华安路2号
3.医务人员参与人数：35名多科

室医务人员
4.义诊名额：为保证义诊效果，每

位医生诊疗限25位患者。
5.特别提示：
前来义诊的朋友可携带相关检查

资料。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请在工作人
员的引导下出示健康码，测量体温，全
程佩戴口罩，保持1米间距。

除了常规的义诊，以上4个义诊点
还提供双向转诊和互联网医院、华西医
院挂号方式等咨询，比如很多老年人搞
不清楚如何用手机办卡、挂号，这里有
专人来解答，手把手教学，包教包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体
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164期开奖结果：137，直选：
16609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27256注，每注奖金173
元。（37273082.9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164期开奖结果：13762，一
等奖42注，每注奖金10万元。（396879166.56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1071期全国销售285731730元。开奖
号码：08 11 16 29 35 01+04，一等奖9注，单注奖金
6287890元，追加5注，单注奖金5030312元。二等奖79注，单
注奖金192242元，追加21注，单注奖金153793元。三等奖
309注，单注奖金10000元。596211840.48元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8月23日)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1071期全国开奖结果：
02 05 09 10 13 21 29，特别号码：25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1164期开
奖结果：125。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兑彩票

7:30至22:00 停放最长不超过30分钟

6月23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从成都地铁运营公司获悉，根据成都
市交通运输局、成都市退役军人事务
局、成都市财政局、成都市警备区政治
工作处联合印发的《关于现役军人免费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要求，自 2021 年 6 月 30 日起，
成都市全面实施现役军人免费乘坐成
都市内城市轨道交通工具和市公交集
团运营的市内公共汽车政策。

根据《通知》相关规定，成都地铁将
于6月30日起，全面实行现役军人免费
乘坐市内城市轨道交通政策。届时，中国
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服
现役军官（警官）、文职干部、士兵（士官
和义务兵）以及军队（武警）院校有军籍
学员可持有效证件通过安检后进入付费
区，享受免费乘坐地铁及有轨电车服务。
具体有效证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军官（警官）证、文职
干部证、士官证、义务兵证、军队（武警）
院校有军籍学员的学员证。

目前，成都地铁通过在车站票亭位置
张贴“军人优先窗口”标识做好乘客引导、
开设服务“绿色通道”、优先处理军人乘车
事务等服务举措，保障军人合法权益，营
造爱国拥军、和谐美好的社会氛围。

成都地铁温馨提醒：符合免费乘车
条件的乘客，在乘坐地铁时请主动出示
有效证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6月25日，伴随全国铁路第三季
度列车运行图的实施，复兴号智能动
车组将首次在成渝高铁开行。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昨日从中国铁路成
都局集团公司了解到，根据该运行图
调整安排，成渝城际间 CR400AF 复
兴号动车组30.5对，包括4对首次在
西南地区开行的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设无障碍车厢增设盲文标识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相关
负责人介绍，此次投入成渝城际铁路
运营的车型为CR400AF复兴号智能
动车组。车体外观采用“瑞龙智行”方
案，灵感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龙凤
图腾”等意象，寓意科技创新引领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高铁领先世界
造福人类。该列车编组为8辆标准编
组，列车定员为578人。

在车头部分，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采用新头型设计，在头车增设司机登
乘门，便于司机上下车，避免司机通
过商务车厢登乘司机室干扰旅客休
息；在餐车增设 1 台自动售货机，可
为旅客提供自助购买水果、饮料、零
食等服务；安排8辆编组列车，在4号
车厢专门设置无障碍车厢，配备更宽
阔的通过门、无障碍卫生间、轮椅放
置区等，在服务设施上增加盲文标
识，更好地服务残疾人旅客出行。

同时，对列车的空调机组采用变
频技术，温度调节更准确，噪音更小，
车厢更安静，不仅使旅客的体感更舒
适，而且可降低能耗 10%。车厢顶部

设置 29 寸宽屏电视，可左右分屏同
时显示列车运行和娱乐节目信息；增
设“静音车厢”设置功能，可根据运营
需求灵活设置“静音车厢”。

二等座椅靠背增加充电接口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相较标准列
车在服务设施上更加人性化。在卫生
间设置智能照明，当检测到有人进入
后，可自动调整灯光亮度，并增加“禁
止吸烟”语音提示。对车厢所有座椅均
基于人体工程学进行了优化，让旅客
乘坐更加舒适、体验更好。在二等座椅
靠背上增加USB充电接口，方便旅客
使用手机和充电；加深小桌板杯托凹
槽深度，提高水杯放置的稳定性。在一
等座椅增加可调节头靠、电动腿靠等，
将原来设置在座椅扶手上的小桌板

改为设置在前排座椅靠背上。
对商务客室进行了整体创新，通

过采用座椅交错布置和巧妙结构设
计，提高旅客私密性、便捷性、舒适
性；配备支持手机投屏功能的智能交
互终端，可为旅客提供丰富的娱乐节
目、运行信息等服务。

此外，复兴号智能动车组采用以
太网控车、车载安全监测等9项智能
运维和监控系统，进一步提升列车运
行、安全监控等方面的智能化水平；
通过列车网络和车厢视频的联动，当
发生烟火、超员、乘客触发紧急按钮、
车门异常等报警时，可通过车厢视频
联动报警快速确认和处置故障，这样
不但降低了故障进一步扩大的风险，
还提高了列车途中故障处置的效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图据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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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售货机、无障碍车厢、变频空调……

复兴号智能动车组
明日将首次在成渝高铁开行

6月30日起
军人持证免费坐成都地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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