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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走访：
早高峰期间，

辅道上主道有点堵

羊西线起于成都市三环羊犀立交，
止于绕城犀浦立交，全长约7.6公里。今年
7月，羊西线完成快速化改造后，全线取
消了10处灯控路口，实现了道路全线主
路无红绿灯“敞开跑”。据成都市住建局
城建处工作人员介绍，改造后，羊西线全
线共设置了主辅道出入口11处，其中，出
城方向主辅出入口设置4出2进，进城方
向主辅出入口设置2出3进。

在中海国际片区，居民们日常会通
过绿茵街、阳光街或土龙路驶入羊西线
辅路，沿进城方向在靠近两河路的入口
进入主路。“如果能在阳光街附近设置主
路入口，那我们就方便了。”9月24日上
午，家住中海国际社区的马女士正打算
开车带着女儿出门学习游泳。她几乎每
天上班都会从阳光街驶出，经羊西线抵
达西二环。但由于早高峰期间车流量大，
驶入主路前要经过一个红绿灯路口，车
辆上主路就会相对较慢。

在阳光街与蜀西路交叉口，成都市
住建局城建处工作人员拍照记录下了羊
西线辅路的车辆行驶画面：从该交叉口
进入辅路的车辆，在通过前方红绿灯路
口前行驶相对缓慢。

该工作人员指着辅路进城方向告诉
记者，前方约200米处土龙路与蜀西路交
叉口是一处十字路口，中海国际的车辆驶
过路口后，前行数百米有入口可驶入羊西
线主路。“其实我们前期也已掌握到了这
一片区群众的诉求，核心点在于附近小区
居民较多，出行需求大，而进入主路前要
先通过红绿灯。”

解决方案：
拟新增出入口各2个，
预计年底前完工

“基于群众诉求以及对沿线交通
状况的前期掌握，我们计划在全线新
增4个主辅路出入口（含2个入口和2个
出口）。”成都市住建局城建处工作人
员表示，在绿茵街至阳光街的辅路路
段中间位置，拟增加一个进入羊西线
主路的入口。这样一来，附近的车辆就
不用再通过土龙路红绿灯路口进入主
路，也就能够有效降低拥堵，提升出行
效率。

该工作人员称，其实羊西线改造完
成之后的两个月里，通过对全线交通运
行状况的关注和前期走访，该局已经制
定了相关方案，计划进一步优化全线主
辅路出入口的设置。

除了将在绿茵街至阳光街路段增
设入口之外，还拟在出城方向金周路至
金水四街段新增出口；在出城方向迪康
大道至天虹路段新增入口；在进城方向
羊犀立交至黄金路段新增出口。“这些
都是基于对道路沿线居民诉求和对交
通状况进行研判后，形成的工作计划，
也是深入推进‘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具
体实践行动”。

据项目业主单位成都城投基础设施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新增出入口的设计工作已经组织
完成，接下来将结合实际交通通行情况
合理安排施工时序。“我们计划在10月初
陆续开展建设工作，力争在今年年底前
完成新增出入口建设。”该工作人员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摄影记者 缪睿哲

26日，记者从成都市交管局获悉，
成都交警对该路段已实施调研整改，通
过新建早晚高峰信号灯方案，直抵问题
核心。

据成都市交管局设施处民警张波
介绍，天府大道北延线拥堵的原因在
于北星大道—天龙大道路口，此处一
来是金牛区重要的出城道路交叉口，
二来与多处居民住宅毗邻。加上路口
施工的情况，共同造成了早晚高峰流
量大的状况。

张波介绍，根据路口调研，成都交警
根据时段流量特征进行时段划分，并且
新建早晚高峰方案，根据早晚高峰流量
情况进行配时。

具体来讲，成都交警对该路口信号
灯进行了微调：

一是保障早高峰车辆进城效率，将
7：00-10：00的西进口放行时间从45秒调

整至55秒；
二是保障其他时间车辆出城秩序，

在将南直行带左转的放行时间从35秒调
整至50秒的基础上，增加南直行带左转
放行后路口全红清空时间3秒。

张波表示，自实施优化措施以后的
短时间来看，目前该路段西进口排队长
度由原400米下降至200米，优化率为
50%；晚高峰南进口左转由原排队长度
530米下降至330米，优化率也达到了
37.7%。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成都交警将依
托互联网大数据，按照交通流量变化规
律，在精细管理信号配时的基础上，不断
完善信号灯、标志、标线等交安设施设
置，优化车道设置，多措并举，切实提高
道路通行效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实习生 郭文艺 警方供图

市民反映天府大道北延线拥堵

交警优化路口信号灯
早晚高峰排队长度明显缩短

近日，有市
民反映成都天
府大道北延线
经常拥堵，早晚
高峰期更是挤
得水泄不通。成
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随后进
行了实地走访，
核实情况后了
解到，交警部门
已经着手对该
路口进行实地
调研和分析。

优化前vs优化后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1259期开奖结
果：930。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21110期
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32 10 13 24 15 31 蓝色球号码
02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259期开奖结果：115，直选：

6587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9928注，每注奖金346元。
（42716243.8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259期开奖结果：11524，一等奖
75注，每注奖金10万元。（349009144.5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1112期开奖结果：102466+6，一
等奖0注；二等奖7注，每注奖金38467元；三等奖61注，每注奖
金3000元。（265364511.5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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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21114期：113013133313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21114期：101020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 6 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114期：

131133333311
中 国 体 育 彩 票 胜 平 负 任 选 9 场 第 21114 期 ：

1130131333131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1月25日）

9月26日，第十四届全运会体
操最后一个比赛日在陕西奥体中
心体育馆进行。在刚刚结束的男子
双杠决赛中，东京奥运会冠军、四
川选手邹敬园展现出了绝对实力，
最终拿到16.300分轻松夺冠，成功
实现了全运会的卫冕。江苏选手尤
浩和广东选手杜奕锌分别拿到银
牌和铜牌。

今年在东京奥运会上，邹敬
园夺冠时的总分为 16.233 分。在
回国经过隔离期之后，能够在全
运会的赛场上进一步提升分数，
无疑再一次印证了自己在双杠项
目上的统治力！赛前，邹敬园在做
动作前的准备时，奥运冠军滕海
滨和东京奥运会全能亚军肖若腾
为器械擦拭镁粉，足以见得邹敬

园在该项目上确实凭借实力获得
了“顶级待遇”。

赛后，邹敬园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因为奥运会刚结束，
整套动作的熟练度还可以。赛前
也有压力，想着必须要卫冕。不
过比赛中还是比较放松的，就是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去做，没有太
多的想法。”

在此前结束的女子平衡木决
赛中，成都选手李诗佳最终获得第
四名。由于在东京奥运会之前的测
试赛中受伤，李诗佳近两个月都处
于伤病的康复期。“对今天自己的
表现很满意，因为在恢复阶段训练
时我的成套动作积累还没有达到
一定的程度，所以在比赛中没有发
挥到最好。”谈及接下来的目标，李
诗佳表示“争取在世锦赛上好好比
一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
博 裴晗 西安报道

羊西线改造后早晚高峰仍拥堵？

市住建局回应：
新增出入口，年底前完工

无悬念卫冕无悬念卫冕
邹敬园夺全运会双杠金牌

羊西线土龙路口，早晚高峰期有点堵

全力搜救全力搜救
雅安天全山洪灾害致17人失联

5人被找到，其中2人遇难

9月23日，
“民呼我应——
我为群众办实
事”特别报道正
式启动后，截至
目前，线上征集
平台已收到超过
2000条来自成
都普通市民群众
的呼声建议。

9月25日，
活动聚焦的点位
是羊西线。有住
在成都高新西区
中海国际社区的
居民反映，羊西
线进行道路快速
化改造后，通行
时间大大缩短，
但早晚高峰时
间，从中海国际
社区开车驶入羊
西线辅路后，上
主路有点堵，希
望得到缓解。

9月24日上
午，记者同成都
市住建局城建处
工作人员一起来
到中海国际片区
进行实地探访。

@匿名市民：成龙大道二段1819号
四川师范大学门口没有红绿灯和人行
道，存在横穿马路的情况，建议相关部
门在门口附近设置红绿灯或者修建人
行天桥。

龙泉驿区：您反映地段将修建过街
人行天桥。现因地铁13号线施工占用了
人行天桥位置，故暂无法实施，待13号
线施工完成后再修建人行天桥。现暂时
增加2个临时公交站台，并在该地段增
加共享单车投放。

@休女士：上下班等74路公交车（环
球中心开往新鸿南路），站牌上写明候车
间距时间为10分钟，但是有时候远超10
分钟，有时候又两辆公交车一起来……

成都公交集团：调度按频率发车，
因天府大道、天府立交、科华路沿线路
堵造成车辆间距与发车间距不一，两车
同时到的情况。我司已通知调度实时监
控车辆运行情况，做好二次调度工作尽
量让车辆间距均匀。

@匿名网友：龙泉驿区公园路、成
龙大道、驿都大道上的公交车站台什么
时候能装雨棚呀？

龙泉驿区：公交站台改造原则上按
施工“三同时”进行，即与道路改造同时
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待道路
改造时，将把公交站台遮阳避雨功能纳
入设计范围。

@周：绵丰到石板凳街道的道路上
有许多大坑，希望及时修补。

东部新区：东部新区公园城市建设
局已开始对该路段路面破损隐患进行
梳理核实，正在对病害点位制定维修设
计整治方案。

@yao女士：8：00前后68路公交车在
高新区三环路琉璃立交桥南站需要等很
久，能否增加每天7：30-8：20的班次？

成都公交集团：所述车辆为早高峰
7：00：-7：07从应龙公交站发出的车次，
发车间隔为6-7分/班。由于实际到达时
间受实际路况影响会有2-3分钟的延
迟，针对此情况我司已告知调度每日配
车在充足的情况下，保障早高峰时段6
分钟/班车间隔，同时加强线路车辆运
行监管，保持车辆合理间距。

@匿名网友：成华区熊猫基地正大
门口，有很多出租车在候客不排队。

市交通运输局：近期我局正在配合
交警部门对熊猫基地及周边交通秩序开
展优化调整。在日常巡查中，执法人员将
对熊猫基地出租车加强管理，加大查处
力度，并开展针对出租车的专项整治。

这趟民意直通车
欢迎您继续搭乘

即日起，您关心的大事小事，都可
以通过成都发布、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蓉城政事的“民呼我应”群众诉求线上
征集平台留言给我们！

9月23日到9月30日，活动首先关注
“公共服务”中的交通出行领域。活动将
联合成都市公安局交管局、成都市交通
局、成都市住建局、成都公交集团等部
门单位进行现场办公，察民情、访民意、
办实事，推动解决一批群众公共交通领
域的问题。快来参与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道路上大坑何时修补？
公交站台能加雨棚吗？

相关部门回复了

2021年9月26日18时，雅安市
应急管理局发布消息称，26日03时
14分，雅安市委、市政府接天全县
报告喇叭河镇龙头沟处因局部暴
雨发生山洪灾害。雅安市认真贯彻
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关
于防汛抢险救灾重要部署要求，尽
最大努力挽救生命，举一反三开展
地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各项工作
快速有序推进。

9月26日凌晨，因暴雨诱发堵
溃型山洪灾害，造成天全县喇叭河
镇锅浪跷水电站库区淹没复建公
路工程二标段，62人被困，现场道
路交通、电力、卫星通讯等中断。当
地党委政府迅速组织第一轮救援，
将45名被困群众转移撤离至安全
区域，并全力搜救17名失联人员。
截至26日17时，17名失联人员中已
找到5人，其中2人死亡、3人已转移
撤离至安全区域（2人受轻伤、1人
未受伤）。

灾情发生后，雅安市委、市政

府主要负责人第一时间赶赴天全
县，现场指导抢险救援工作，迅速
启动Ⅱ级防汛应急响应和Ⅱ级地
质灾害响应。市、县两级迅速组织
应急救援、武警、消防、医疗、公安
等专业搜救力量，协调生命探测
仪、三维测绘仪、无人机、卫星便
携站、直升机等设备赶赴现场，全
力以赴恢复道路、通讯、电力等基
础设施，共计投入14支队伍700余
名救援人员，70余辆机具车辆开展
人员搜救。目前，道路、通讯全部
抢通，天全县受灾停电用户695户
已恢复供电。

事件发生后，四川省、雅安市、
天全县专业救援力量前往受灾地
点搜救。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调集
总队全勤指挥部和雅安、成都、眉
山支队30车104人前往救援，同时
命令资阳、德阳、乐山支队52车220
人集结待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
麟 综合新华社 图据雅安宣传

你提
我办

民呼
我应

全运会聚焦

救援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