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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8日，记者从成都市公
安局交通管理局获悉，为贯彻
落实市委市政府实施幸福美好
生活十大工程要求，提高道路
通行效率，保障道路交通安全、
有序、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等法律
法规，该局发布了关于调整城
区部分道路机动车通行管理措
施的通告。

具体通告如下：
一、除客车、悬挂小型新能

源汽车号牌货车外，禁止其他
机动车在三环路主道通行，受
限机动车利用辅道通行。

二、禁止大（中）型客车、悬
挂小型新能源汽车号牌货车在
三环路主道编号为“1”“2”的车道
内通行，允许上述车辆在三环路
主道编号为“3”“4”的车道通行。

三、在三环路辅道通行的
受限机动车（摩托车、建筑垃圾
运输车辆除外），确需利用经三
环路成南立交、成绵立交驶往
成都绕城高速（G4202）方向
的，可根据交通标志指示，在上
述立交桥桥前最近的一个主辅
道入口进入三环路主道，借用
三环路主道编号为“3”“4”的车
道 通 行 驶 往 成 都 绕 城 高 速
（G4202）方向。

四、确需从成都绕城高速
（G4202）方向经三环路成南立
交、成绵立交驶往三环路辅道的
受限机动车（摩托车、建筑垃圾
运输车辆除外），可借用三环路
主道编号为“3”“4”的车道通行，
并根据交通标志指示，在最近的
一个出口驶离三环路主道。

五、在成都市从事建筑垃
圾运输的建筑垃圾运输车辆
每日7：00至19：30禁止在三环
路辅道通行，每日7：00至21：
00禁止在三环路（不含）以内
区域和高新南区【三环路（不
含）、剑南大道（含）、天府五街
（含）、天府大道中段（含）、天
华 二 路（含）、世 纪 城 南 路
（含）、世纪城路（含）、世纪城
东路（含）、科华南路（含）合围
区域】内的所有道路通行，工
作日的7：00至9：00、17：00至
19：30时段以及节假日的17：
00至19：30时段禁止在三环路
（不 含）至 成 都 绕 城 高 速
（G4202，不含）之间区域内所
有道路通行；悬挂新能源汽车
号牌的建筑垃圾运输车辆不

受本条款禁限措施的限制。
六、军车、悬挂警用号牌的

货车、消防救援车、用于市政作
业的专项作业车、执行紧急任
务的工程抢险车以及对三环路
主道故障车辆进行现场救援的
吊车、拖车等救援车辆，不受上
述通行管理措施限制。

七、机动车在上述区域道
路行驶时，须按照交通标志、标
线的具体指示行驶。

八、违反本通告的，由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依法处
罚，并实施交通违法累积记
分管理。

九、本通告自2022年8月15
日起实施，有效期5年，原有通
告与本通告内容不一致的，以
本通告为准。

市公安局交管局：
私家车是客车的一种
可在主道通行

《通告》称，“除客车、悬挂
小型新能源汽车号牌货车外，
禁止其他机动车在三环路主道
通行，受限机动车利用辅道通
行。”对此，成都市公安局交管
局解释，私家车属于客车的一
种，因此请大家不要误解为私
家车不能在三环主道通行。

客车是载客汽车的简称，
载客汽车是指设计和技术特性
上主要用于载运人员的汽车，
包括以载运人员为主要目的的
专用汽车，包含微型载客汽车、
小型载客汽车、中型载客汽车、
大型载客汽车。

大型：车长大于等于 6m
或者乘坐人数大于等于20人。
乘坐人数可变的，以上限确定。
乘坐人数包括驾驶员（下同）。

中型：车长小于 6m，乘坐
人数大于9人且小于20人。

小型：车长小于 6m，乘坐
人数小于等于9人。

微 型 ：车 长 小 于 等 于
3.5m，发动机气缸总排量小于
等于1升。

《通告》称，“禁止大（中）型
客车、悬挂小型新能源汽车号
牌货车在三环路主道编号为

“1”“2”的车道内通行，允许上
述车辆在三环路主道编号为

“3”“4”的车道通行。”这意味着
三环路各车道对通行车辆有了
限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张肇婷 实习生 赵云帆

除客车、悬挂小型新能源汽车号牌货车外，
禁止其他机动车在三环路主道通行

2022年8月8日，成都市农
业农村局、成都市公安局联合
发布《关于变型拖拉机禁行的
通告》，决定自2022年8月15日
零时起，全时段禁止变型拖拉
机在成都市行政区域内道路上
通行。违反禁行规定的，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将依据相关法
律法规予以处罚。

1.什么是变型拖拉机？
变型拖拉机是指企业非法

生产销售，地方以拖拉机名义
注册登记的机动车。外观是悬
挂拖拉机号牌的车头与货厢和
底盘为一体的机动车。但这类
车辆不符合国家安全生产强制
标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大，应
当严格限制并逐渐淘汰。

2.为什么要在全市实行变
型拖拉机禁行的措施？

根据《四川省农业农村
厅 四川省公安厅关于切实做
好拖拉机安全管理工作的通
知》（川农发〔2021〕121号）等
要求，成都市启动本市籍变型
拖拉机淘汰退出工作，各区

（市）县主动作为，多措并举，
合力攻关，2021年年底实现了
全市存量变型拖拉机全部清
零，较全省提前3年、全国提前
4年完成存量变型拖拉机报废
清零任务。为进一步规范道路
交通和农机安全监管秩序，彻
底消除变型拖拉机道路交通
安全风险隐患，保障社会公共
安全，减少尾气排放污染，改
善大气环境，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实施条例》《农业农村部办
公厅 公安部办公厅关于进一
步加强拖拉机安全管理工作的
通知》（农办机〔2021〕1号）《四
川省农业农村厅 四川省公安
厅关于切实做好拖拉机安全管
理工作的通知》（川农发〔2021〕
121号）和《成都市大气污染防
治工作行动方案》等规定，成都
市决定实施变型拖拉机全域禁
行的交通管理措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张肇婷 实习生 赵云帆

变型拖拉机

成都全时段禁止
变型拖拉机在市行政区域内道路通行

8月7日0-24时，“07·20”
疫情无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无
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截至8
月7日24时，本起疫情累计报告

本土确诊病例128例，本土无症
状感染者78例。

目前我市高风险区已清零。
（健康成都官微）

8月15日零时起
以下交管措施开始实施

8月7日0-24时
成都本土无新增确诊病例
无新增无症状感染者

8月8日，《2021年四川省人群健
康状况及重点疾病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出炉。
报告显示，2021年，四川省人均期

望寿命77.95岁，其中，男性75.24岁，女
性81.12岁；人均期望寿命较2020年
（77.56岁）上升0.39岁，近五年呈持续
上升趋势；孕产妇死亡率为13.65/10
万，近五年呈持续下降趋势，且连续5
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婴儿死亡率为
4.70‰，近五年呈持续下降趋势，且连
续14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疾病发生与死亡

2021年，四川省人群死亡率为
699.93/10万；其中慢性病所致死亡
率为619.90/10万，已成为四川省居
民主要死亡原因。

脑卒中：发病率为402.81/10万，
55岁及以上人群发病率随年龄增长

呈大幅上升；
脑血管病：死亡率为135.86/10

万，50岁及以上人群随年龄增大死亡
率增高；

急性心肌梗死：发病率为68.25/
10万，60岁以上人群发病率随年龄增
长呈上升趋势；

缺血性心脏病：死亡率为93.84/
10万，55岁及以上人群随年龄增大死
亡率增高。

恶性肿瘤标化：发 病 率 为
158.92/10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发
病占前五位的是肺癌、肝癌、食管
癌，结直肠癌和胃癌；基于国家最新
公布数据（2020年），恶性肿瘤标化
死亡率（2020年）为112.07/10万，低
于全国平均水平，死亡占前五位的
与发病相同。

高血压：基于2018年度慢性病
危险因素监测数据，18岁及以上居

民高血压患病率为27.35%，糖尿病
患病率为12.94%，均随年龄的增长
而升高。

慢阻肺：基于2019年国家慢阻
肺监测点数据，40岁及以上人群慢
性阻塞性肺疾病患病率为16.11%，
随年龄增加呈明显升高趋势；死亡
率为103.94/10万，60岁及以上人群
随年龄增大死亡率增高。

龋齿：3-5岁儿童乳牙的患龋齿
率63.47%，12岁青少年患龋齿率为
37.20%，65-74岁老年人患龋齿率为
83.20%；3-5岁儿童和65-74岁老年
人患龋齿率为最高。

近视：儿童青少年近视率为
49.63%，高中生（普高、职高）近视率最高；

严重精神障碍：现在册患者
409847例，严重精神障碍报告患病率
4.89%，年规范管理率94.40%，病种以
精神分裂症为主。

主要相关危险因素

1.基于2018年度慢性病危险因
素监测数据显示，四川省18岁及以上
居民现在吸烟率为29.40%，现在不吸
烟者二手烟暴露率为67.52%，年饮酒
率为43.97%，（年饮酒者）危险饮酒
率、有害饮酒率分别为5.34%、7.76%，
经常锻炼率为12.74%，血脂异常率为
35.12%，超重率、肥胖率、中心型肥胖
率分别为34.58%、13.83%、32.31%；膳
食以猪肉、牛肉等红肉吃得多，油盐
重，蔬菜和水果偏少。

2. 2021年，四川省二级、三级
医疗机构住院病人住院期间主要
诊断为慢性病的患者费用支出合
计为6797785.23万元，占所有患者
住院费用的70.49%，占前五位病种
为脑卒中、缺血性心脏病、慢阻肺、
肺癌、糖尿病。 （四川疾控）

2021年四川省人群健康状况及重点疾病报告发布：

慢性病成省内居民主要死因

两年前的5月，五一假期，苏冬雪和
老婆孩子一起回到老家绵阳三台。5月3
日早上，苏冬雪抱着孩子在院坝里玩
耍，突然邻居家传来呼救声：“救命啊，
有人掉进沼气池了！”听到呼喊，苏冬雪
立即将3个月大的孩子塞给妻子，转身
就跑。等他赶到沼气池边时，周边已经
围了不少人。沼气池大约4米深，散发着
刺鼻的味道，池边有一道扶梯。“事后想
起肯定是后怕的，我下去之前已经有人
下去施救，但是因为味道和毒性太大，
我看到那个人爬到池口已经快要昏迷，
我就一把抓住他的裤子，喊邻居一起把
他拖上来抬到通风口去了。”苏冬雪回
忆，当时确实是顾不上了，也没有去想
危险与否。

据了解，当天苏冬雪的邻居在清理
沼气池时，不小心掉落。其妻子和女婿
下池救人也因毒气昏迷在里面。苏冬雪
赶到时，邻居的妻子和女婿正在慢慢下
沉，只剩头露在外面，而邻居已经完全

沉下去根本看不见了。情况十分危急。
苏冬雪没有贸然行动，他找了绳子系在
腰上，然后顺着池边倾斜的梯子，下到
池子里。而他脚上正好穿着早上干农活
还没换的防滑鞋。

鉴于前一个救人村民的教训，苏冬
雪憋着气，实在不行才小口换气，尽量
少吸入沼气池里的气体，趟进池子摸到
受困者的腰部用绳子套住一个受困者，
一只手托举受困者让绳子另一头的村
民们一起用力把人拉出去。几分钟后，
第一个被困者被拉了上来。苏冬雪上来
深吸了一口气，又下到了池子里，用相
同的办法救起了第二个被困者。就在他
要下去救第三个人的时候，一旁的村民
劝他：“不要下去了，时间太久希望不大
了。”但苏冬雪没有放弃，继续下池在里
面摸索，最终和村民把第三名被困者救
了上来。此时苏冬雪已浑身湿透，双手、
双腿止不住颤抖，双手也被粗糙的池壁
磨得血肉模糊。

三进沼气池救人的成都市道德模范苏冬雪：

想起来会后怕
再遇到还是会去救人

■ 距离苏冬雪进入沼气池救起三人这事，已经过去两年多
了。“现在想起来还是会后怕。”苏冬雪表示，他救人前，有人已经
下去救过，但没能成功，还差点没上来。今年5月，在第六届成都
市道德模范授奖仪式见义勇为模范表彰环节中，一身蓝色工装、
理着寸头的苏冬雪走到了舞台中央。

■ 苏冬雪救人那年，儿子才3个月大。“当时顾不了那么多，
可能就是想救人的本能。”苏冬雪表示，现在再让他做选择，想到
家人肯定会犹豫，但还是会去救。苏冬雪拿出收在柜子里的奖章
表示，等儿子再大一点，会给他讲奖章背后的故事，教他做一个
勇敢的人。

那次救人之后，苏冬雪的生活又恢
复了往常的平静。他是东方电气集团东
方宏华所属四川宏华结构件中心安装
班的一名高级铆工，在兢兢业业做好本
职工作的同时，他也在做一些力所能及
的小事帮助别人。每年单位组织献血，
苏冬雪都不会错过。单位上组织学习心
肺复苏等急救教学，苏冬雪也会认真学
习。上次救人的经历，让他对这些以往
不是很注意的方面，有了新的认识，“多
学一点，关键时候或许就能救人一命”。

今年7月份，苏冬雪和之前认识的
另一位道德模范，一起参加关爱残疾
人的活动。“都是很小的事，包括和他
们聊天给对方一点鼓励，做一点辅助
性的工作。”在苏冬雪看来，参加活动
的残疾人虽然身体有缺陷，但都自食
其力，很乐观。“其实我们是在互相帮

助，我们之间最缺乏的是了解。”苏冬
雪表示，参加几次活动后，有时他也会
邀请身边的同事朋友一起去。如果大
家都愿意多花一点时间在别人身上，
整个社会就更加融洽。

对于自己获评道德模范，苏冬雪表现
得很低调，他将获得的奖章及荣誉证书收
拾好放在柜子里，直到现在，他身边还有
朋友不知道他见义勇为的事，也不知道他
被评为道德模范。“我很骄傲很自豪，但我
觉得这没什么可炫耀的，很多人遇到当时
的情况，都会做相同的事情，只是那时恰
好是我。”苏冬雪小心翼翼地打开盒子，拿
出奖章一边展示一边说，“现在儿子还小，
不懂这个奖章的意义，等他大了肯定要告
诉他背后的故事，让他做一个勇敢的人，
做一个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顾不上危险，三进沼气池救人

生活中做好力所能及的小善

苏冬雪 图据受访者

前不久，成都地铁上新了
一批自助鲜花架，市民用手机
扫一扫，只需9.9元便能带走鲜
花。细心的网友也发现了，这次
上新的鲜花架没有防护罩，开
放式购买方式全凭乘客诚信。

一个月过去了，有没有人
带走了鲜花却“忘记”了付款呢？

“成都地铁为数百万市民
乘客提供通勤服务，乘客乘坐
地铁时带回一束鲜花，既能装
点美好生活，也能愉悦心情，
这 是 自 助 鲜 花 架 上 线 的 初
衷。”任文枢是自助鲜花架项
目负责人，据他介绍，今年7月
7日起，自助鲜花架陆续进驻
成都地铁1号线、4号线、7号线
等50余个点位，自该自助鲜花
架上线一个月以来，没有发生
过一起顾客逃账行为。“没有
一人逃账，一方面说明成都市

民乘客素质挺高，另一方面也
反 映 出 城 市 的 文 明 程 度 。未
来，我们还将在更多点位设置
自助鲜花架，服务更多市民。”

“上班的路上顺手买一束
鲜花，放在办公室，一天心情
都美美哒。”

“地铁自助鲜花架采用自
助售卖形式，很便捷，也让人感
受到被信任，这种感觉挺好的。”

……
在网上，不少通过自助鲜

花架购买鲜花的乘客也忍不住
分享出这份“诚信买花”带来的
快乐。

一束小小的鲜花，既让乘
客感受到买花的愉悦、被信任
的快乐；而诚信买花的他们，
也生动诠释了城市文明最好
的样子。

（成都发布）

诚信买花，文明最好的样子
成都地铁“自助鲜花”上线一个月零逃单

成都地铁自助鲜花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