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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写字楼出租公告

现有成都市武侯区科华北路62
号力宝大厦1栋13层5号， 建筑
面积219.41平方米写字楼对外
招租。联系人：徐先生，联系电
话：18011160119。
●都江堰天府丽都一栋五层楼
销售、出租，面积5200平米。 联
系人颜先生15292851335地址
都江堰天府大道金江路310号

招租公告
位于青羊区文光路156号1层，
双顺路23号附7、8号， 文兴东
路65号5栋1单元3号等21宗资
产现公开招租， 有意者请联系
成都市泰恒置业有限公司。联
系人：邵老师、李老师，联系电
话：028-83222280、83225829

成都市兴东置业有限公司
商业招租公告

现有我公司位于成都市锦
江区锦江大道368号3栋1楼1
号、2号（部分）、4号、366号（部
分）、376号商铺509.34平方米
的商业物业进行公开招商，本
次招商业态为连锁快餐、 餐饮
， 详询成都市兴东置业有限公
司资产管理部 ， 电话 ：028-
87776969。

声明·公告
●平安好房 （上海） 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 原负责
人陈健负责人章编号51010499
23991遗失作废。
●成都鑫凝盛不锈钢有限公司
公章 （编号：5101085285642）
遗失，声明作废。

公 告
成都市青羊区战旗东路9号9栋
5单元1楼1号国有直管公房原承
租人高玉钧 （身份证号码 ：
5101031938****0025） 的相关
权利人， 请于2021年11月28日
前到成都市青羊区住房建设和
交通运输局（地址：成都市平安
巷10号6号楼302室） 配合调查
该房租赁事宜。如逾期未到，我
局将终止原成都市青羊区房产
管理局与高玉钧就该房建立的
租赁关系， 作废就该房签订的
《公有住房租赁合同》， 我局将
该房收回管理。
成都市青羊区住房建设和交通
运输局 2021年10月28日
●成都厚泰瑞达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唐浩法人章编号5101099
905393遗失作废。

拟申请注销登记公告
四川省移民工程开发中心拟向
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
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
权人自2021年10月28日起90日
内向本清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陈涛遗失华侨城成都公司收
据,编号:YADSF100187，3089元
●新都区新旧编织袋经营部公
章编号5101140033998， 发票
专用章编号 5101140033999，
均遗失作废。
●成都佳尚物流有限公司遗失
道路运输证，车牌号川AB736
7，证号：成0478905，声明作废。
●成都大龙传承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武侯分公司公章编号5101
075724330遗失作废。

●成都方嘉华投资管理有限责
任公司谢杨法人章编号510107
5066467，财务专用章编号510
1075066466，均遗失作废。
●成都市四方印务有限责任公
司工会委员会开户许可证，账
号 128904169310802 核 准 号
J6510021796002，开户银行：招
商银行成都分行清江支行，遗
失作废。
●成都三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05674322647K）
， 公 章 编 号 5101055187712，
均遗失作废。
●成华区梁涛三商贸部 （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8MA63
AGXP3Q）拟注销，请债权人于
本公告见报起45天内向本公司
申报债权事宜，特此公告。

●成都华夏通联微控
技术有限公司发票专
用 章 编 号 51010953
13155遗失作废。
●四川活氏锅炉节能
环保有限公司， 何英
伟人名章编号510100
9221560遗失作废。
●高新区漾川商务信
息咨询服务部公章编
号 5101095612714 遗
失作废。
●成都此刻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 编 号 ：5101065092394） 遗
失作废。
●郫都区小啾啾餐饮店公章，
编号：5101245143088遗失作废
●四川麒麟节能环保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
080007233遗失作废。

●成都尚清美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原法人高俊超法人章 （编号
5101250057660）， 财 务 专 用
章 （编号 5101250057658）均
遗失作废。
●成都青羊好医生京泓阁诊所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章 （ 杜江，
编号5101055150067） 遗失，声
明作废。

●成都市成华区葛克可商贸部
公章 （编号 5101085361894）
遗失作废。
●龙泉驿区大面聚福缘休闲庄
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12501
4167）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奥克贺商贸有限公司白
芸凡法人章编号510104013163
7遗失作废。

●成都神通金号物流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120152080遗失
作废。
●彭州市天彭镇贵玲废旧物品
回收站，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
号 510182198405233416 号 遗
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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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7 日 凌 晨 ，总 长
8149米的绵（竹）茂（县）公路
篮家岩隧道主洞顺利贯通。这
是绵茂公路所有隧道中里程
最长、难度最大，也是最后贯
通的隧道，绵茂公路全线贯通
进入倒计时。

绵茂公路于 2009 年 9 月
开工，该道路建设异常困难，
预计2022年底建成通车。

耗时六年
绵茂公路最后一座隧道贯通

10 月 27 日上午，篮家岩
隧道施工现场一片忙碌，记者
看到，大型挖掘机正在清理刚
刚爆破出的洞渣，货车来来回
回将渣土运出隧道。

“篮家岩隧道 2015 年 10
月15日开始动工，耗时六年，
今天顺利贯通。”篮家岩隧道
项目负责人王云刚介绍，长
8149米的篮家岩隧道是绵茂
公路控制性工程，它是该公路
建设中里程最长、难度最大，
也是最后贯通的隧道。

王云刚介绍，篮家岩隧道
施工有“三难”。第一，施工建
设的便道有 26 公里，都建设
在河道内，该地段多处有高位
塌方，平时有落石，主汛期无
法施工。第二，施工期比较短，
每年只有 6 个月左右的施工
时间，“遇到汛期的话，现场所
有人员都要撤到清平。”第三，
篮家岩隧道内有很多危岩，地
灾频繁，严重制约了篮家岩隧
道的整体工程进度。

现场施工人员介绍，该隧
道地处龙门山脉深切割的高
山区，地形陡峻，岭谷高差悬
殊大，属中造蚀地貌，隧道埋
深位居全国第一，高地应力软
岩在变形段落的长度位居全

国第一，施工难度极大。

预计2022年底通车
前往黄龙九寨将多一条捷径

据了解，绵茂公路穿越巍
峨高耸的龙门山，将阿坝茂县
与成都平原相连。其全长近
56公里，绵竹段总长47.49公
里，阿坝州茂县境内段全长
7.966公里。

绵茂公路设计标准为二
级，地震设防等级为8度，设计
速度40公里/小时。在绵竹段，
有42座桥，17座隧道，总投资
27亿多元。施工现场相关负责
人介绍，绵茂公路是四川省最
艰巨的交通灾后重建工程，具
有“三多二高一复杂”的特点。

“三多”：一是穿越的地震
断裂带多，全路段将穿越龙门
山脉四大断裂带；二是沿线塌
方、泥石流、堰塞湖多，地震后
沿线山体崩塌极其严重，施工
安全隐患严重；三是新建桥
梁、隧道多，“桥隧比”高达
68%，防护工程线长量大，技
术要求高。

“二高”：一是保护生态环
境要求高，二是地震设防等级
高。

“一复杂”：水文地质条件
复杂，地震引发沿线山体崩
塌，河床提高，从而给抢通保
通及公路建设带来新的课题，
需要解决大量的难题。

“篮家岩隧道贯通后，绵
茂公路全线贯通也将进入倒
计时。”绵茂公路建设公司总
经理李兴华介绍，预计绵茂公
路2022年底建成通车。

届时，绵茂公路通车后，
游客前往黄龙、九寨沟将多一
条捷径。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王明平

10月27日，从蜀道集团传来
消息，久马高速首通段刚坤玛特
大桥实现半幅贯通，作为全线首
座半幅贯通的特大桥，该桥贯通
为实现年底阿坝段50公里基本成
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据悉，久马高速阿坝段作为
全线首通段，预计将于2022年建
成通车，久马高速全线预计将于
2024年底建成通车。

10月27日上午12时，随着最后
一片25米T梁架设成功，标志着刚
坤玛特大桥半幅贯通。刚坤玛特大
桥全长1623米，属于阿坝段控制性
工程之一，具有梁板运输路线长、

桥梁跨度大、安全风险高、施工数
量大、施工难度大等特点。

据蜀道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建设刚坤玛特大桥共需架设
756片25米T梁和12片40米T梁。
为保证梁板架设顺利，施工人员
克服了梁板长距离运输、气候环
境恶劣、有效施工期短、材料供应
紧缺等诸多不利情况，确保刚坤
玛特大桥按时完成半幅贯通。

阿坝段50公里起于川青交
界，止于阿坝互通，平均海拔3550
米，共有互通2座，停车区1座，服
务区1座。截至目前，已完成路基
工程93%，涵洞工程94%，桥梁桩

基97%，墩柱79%，盖梁67%，预制
梁板1372片，架设梁板722片。

久马高速北连已建成的花
（石峡）久（治）高速，南接汶（川）
马（尔康）高速，项目全长219公
里。全线分段采用双向四车道高
速公路标准建设。主线设置桥梁
52.1公里（特大桥11座）、隧道40公
里（特长隧道6座），互通立交7处，
服务区4处，停车区3处。

久马高速作为四川首条西北
方向高速公路出川大通道、四川
首条高原生态文明示范高速公路
和四川首条高海拔高原高速公
路。该项目具有高海拔、高寒等特
点，全线均位于海拔3000米以上。
同时，久马高速沿线年均气温
1.4℃，昼夜温差可达28.4℃，一天
可见四季。受雨、雪、冰、雾、风等
恶劣气候交错影响严重，气候条
件恶劣，年均有效施工工期仅 6
个月左右。截至目前，久马高速已
完成临时工程 100%，路基工程
70%，桥梁工程 42%，隧道工程
29%，交叉工程 45%。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推行隧道“零开挖”
余家岗隧道左洞将于12月贯通

泸石高速项目起于甘孜州泸
定县咱里镇伞岗坪附近，接雅康
高速公路。全线共规划7座互通，
分别为伞岗坪枢纽互通、泸定南
互通、冷碛互通、海螺沟互通、王
岗坪互通、安顺互通、大杉树枢纽
互通，终点接雅西高速公路。

目前，全线18座隧道、4座大
桥正加紧施工中，首座隧道将于近
期贯通。据蜀道集团相关负责人介
绍，余家岗隧道左洞设计全长为
705m，截至目前累计完成掘进640
米，预计将于12月贯通。该隧道贯
通后，将成为全线首座贯通的隧
道，为其余隧道贯通打下基础。

据泸石公司安全环保部长彭
志忠介绍，这是全线正积极推行
的隧道“零开挖”理念。

“所谓‘零开挖’，即洞口开挖
时，不需要对山体进行大面积的
削坡，先把隧道延伸出来，并喷射
混凝土护坡，可以避免仰坡滑坍
的情况，既保护了当地的生态环
境，也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洞口周
围的林木和植被。”彭志忠告诉记
者，在以往的隧道建设中，传统的

隧道施工会在洞口周围的坡面大
面积开挖，这样不仅破坏了生态
环境，使得原本地貌难以恢复，还
增加了坡面滑坍等安全风险。而
泸石高速实行隧道施工“零开挖”
解决了这一问题。

据了解，泸石高速全线18座
隧道全线 72 个洞口全部采用洞
口“零开挖”的施工方式，减少约
8 个足球场大小 43000 余平方米
的洞口创面破坏。

探索山区高速公路建设
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新模式

不仅仅是“零开挖”，在得妥
特大桥建设施工现场，记者注意
到，现场在冲桩施工时，却见不到
污水外泄。

“这是我们按照‘零排放’要
求探索的一种新模式。即在桩基
施工时，水流冲洗桩基形成的泥
浆会被抽起进入这个机器。”现场
项目经理陈甫君说，相当于把颗
粒大的砂石初筛出来，剩下的泥
浆通过管道导入岸上沉淀池中，
并用压滤机等过滤设备进行过
滤。废水、污水进入到大型沉淀池
后，砂石分离机会将砂、石、水泥
浆分离；分离后的水泥浆进入搅

拌池，搅拌池内的浆水将被输送至
压滤机；压滤机过滤出清水和固体
颗粒，固体颗粒则被压成泥饼。

据了解，分离出的石子和细
砂都回收到了石子和细砂料场，
作为混凝土制作原料；过滤出的
清水可作为罐车清洗、场地冲洗
以及拌和站冲洗用水；压成的泥
饼可作为路基填土或绿化用土。
这种方法实现了污水零排放，固
废全部回用，包括生活区废水也
会经过设备处理，实现生产生活
污水“零排放”。

泸石高速因其靠近贡嘎山风
景区，串联海螺沟、田湾河、安顺场
等旅游景区，被看做是一条重要的
旅游通道。同时，也因其靠近景区，
生态环境脆弱，如何在施工中最大
程度保护生态环境成为最大难题。

据藏高公司董事长陈渤介
绍，通过不断实践，近期泸石公司
编制完成了《复杂艰险山区高速
公路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和水土保
持标准化图集》（1.0版本），探索
建立一套山区高速公路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和水土保持的新模式，
筑牢长江中上游生态屏障同时，
努力打造更多“生态之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一边是人民的出行便
捷、幸福生活，一边是自然生
态、绿水青山。泸石高速作为
连接雅西、雅康高速两条川
西交通大动脉的重要联络通
道，其重要价值不言而喻。但
同时作为一条旅游高速，环
境保护显得更为重要。

10月25日，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前往泸石高速
现场探访，全线18座隧道、4
座大桥正加紧施工中。余家
岗隧道左洞即将贯通，该隧
道贯通后将成为全线首个贯
通隧道。

10月16日，神舟十三号发射成功，作为
空间站任务的第二艘载人飞船，神舟十三号
再次搭乘3名航天员进驻太空。与此同时进
入太空的还有一包来自四川省农科院的水
稻种子。

“这包种子不在飞船舱内，在飞船外层
的一个储存空间里。”四川省农科院生核所
生物技术育种与资源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
员王平介绍说，这是四川省农科院生核所种
子第 7 次搭载宇宙飞船或返回式卫星进行
太空育种。之前太空育种获得了一个“红孩
儿”——一种颖壳呈红褐色的水稻新材料，
而水稻种子一般都是淡黄色。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种子并不是各项指
标很均衡的品种，反而是有点缺陷的“偏科
生”。其所在位置，也是在飞船船舱外一个专
门的储存空间，可以说是买了张“舱外票”。

为啥买“舱外票”？
希望尽可能暴露在宇宙中，接受射线照射

这次进入太空的水稻种子是“川恢
970”，具有穗大、抗病、高配合力等特点，共
有100克，3000多粒。它们的“着装”很朴素，
是一个白色的布袋子。“首先是要轻，同时穿
透性要好，随意最简单的布袋子反而最好。”
王平解释说。

同时为了更好地接受宇宙射线的“洗
礼”，这批水稻种子专门买的“舱外票”。“装
种子的袋子不在航天员所在飞船内部，在飞
船舱外一个专门的存储空间里。”王平表示，
相比严密保护的航天员，送种子进太空，则
是希望种子能够尽可能多地暴露在宇宙环
境中，接受各种宇宙射线的照射。这也是为
了更好地完成航天育种的目标。

王平表示，像大家熟知的水稻杂交育
种，以及实验室中的化学诱变等，本质和航
天育种都是一样的，通过基因重组、变异得
到新的育种材料。太空中的高真空、宇宙射
线、微重力等特殊环境，正是可能引发种子
发生基因变异的诱因。

随着我国航天技术的发展，参加航天育
种的机会更多。自2002年以来，四川省农科院
生核所先后7次搭载宇宙飞船和返回式卫星
进行太空育种，培育出了20多个水稻新品种。

为啥有缺陷的入选？
希望航天诱变让其品质更好

进入太空的水稻种子是如何脱颖而出
的？“有缺陷的反而会入选。”王平介绍说，相比
各项指标很均衡的品种，有一两个明显缺陷的

“偏科生”更受青睐。这些品种其他的指标很优
秀，一旦解决了缺陷，就会变得特别好。总的来
说还是优中选优，希望更好。这次希望通过航
天诱变，能够让“川恢970”的米质更好，增加水
稻分蘖数，让穗子更多，产量更高。

这次是四川省农科院生核所种子第7次
上天，之前曾收获一个水稻种子界的“红孩
儿”——不育系花香7A。王平介绍说，当时那
个材料经过航天育种，得到了“全身呈红褐色”
的花香7A。因为这个特性，在后期的杂交水稻
制种过程中，可以通过颜色简单准确地跟其他
杂株区别开来，大大提高种子的纯度。

对于种子上天的未来，王平充满期待。“目
前是‘天对地’，未来有望实现‘天对天’。”王平
解释说，“天对地”是指天上诱变之后拿回地上
种植，“天对天”天上诱变天上种植，同时还能
解决航天员的口粮问题。天上种植会用培养基
质代替土壤，同时太空中需要保证无菌环境，
所以想要实现太空种植绝非易事，但国内已经
有相关单位在研究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搭乘神舟十三号的
四川水稻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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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座隧道即将贯通
全线18座隧道全部采用“零开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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