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潮遇成都”时尚之旅
线路行程（1日游）

“传承匠心”非遗之旅
线路行程（1日游）

“萤火虫之夏”亲子之旅
线路行程（2日游）

“文博寻秘”探馆之旅
线路行程（1日游）

新“铁人三项”骑行之旅
线路行程（1日游）

锦城湖公园—中和湿地公园—白鹭
湾湿地公园—青龙湖湿地公园（根据天气
和体力情况选择全程或者其中一段骑行）“锦绣成都”美食之旅

线路行程（1日游）

“星空露营·消夏避暑”消夏之旅
线路行程（2日游）

“熊猫铲屎官”爱心之旅
线路行程（2日游）

“跟着蓉宝看大运”探馆之旅
线路行程（1日游）

创新 务实
理性 开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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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你打卡幸福成都
10条“安心游”精品线路来了

8月11日零时，成都市风险区全部清零，城市运行和生产生活全面恢复正常。为抓
住跨省游全面重启和暑期、国庆旅游旺季契机，充分释放旅游消费潜能，进一步提振旅
游市场恢复信心，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结合“向往的生活在成都”系列文旅宣传活
动，把握成都文旅市场新特点和新趋势，依托成都市文旅资源和新兴业态，结合大运会
场馆、博物馆、非遗传习所、特色街区、天府绿道、社区美空间等场所，规划设计10条“安
心游”精品旅游线路，更好满足大众特色化、个性化、多层次旅游需求，欢迎省内、外广
大游客来蓉旅游打卡，体验成都别样的幸福美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1.关注旅游目的地疫情防控政
策，并自觉遵守。

2.备足口罩、消毒剂、消毒湿巾
等防护用品。

3.科学佩戴口罩，主动配合工作
人员体温检测、扫码亮码。

4.保持勤洗手、勤消毒、少聚集、
一米线、用公勺公筷等好习惯。

5.遵守公共秩序、安全警示和文
明公约，爱护生态环境和文物古迹，
争做文明旅游践行者、传播者。

温馨提示

8月11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
都海关获悉，今年1-7月，成都货物贸易进出
口总值4768亿元，较上年同期（下同）增长
8.2%，占四川进出口总值的84.3%。其中，出
口2776.1亿元，增长10.6%；进口1991.9亿元，
增长5%。

从贸易伙伴关系看，成都主要贸易伙伴
为美国、东盟和欧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进出口增势良好。前7个月，成都对美国进
出口998.7亿元，下降9.6%，占20.9%；对东盟
进出口954.4亿元，增长12.2%，占20%；对欧
盟进出口870.8亿元，下降3.2%，占18.3%。此
外，成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
1521.9亿元，增长14.7%，占31.9%，其中，进出
口值排名前3的分别为越南422.4亿元，下降
11%；马来西亚308.1亿元，增长36%；以色列
176.1亿元，增长77.2%。

民营企业市场活力进一步激发，内生动
力不断增强。前7个月，成都民营企业进出口
1184.4亿元，增长34.3%，占24.8%，较上年同
期提升4.8个百分点；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
3203.3亿元，下降3.1%，占67.2%，较上年同期
下降7.8个百分点；国有企业进出口379.3亿
元，增长73.9%，占8%，较上年同期提升3个百
分点。

机电产品占出口主导地位，劳动密集型
产品出口保持增长态势。前7个月，成都出口
机电产品2286.9亿元，增长0.8%，占同期成都
外贸出口总值的（下同）82.4%，机电产品对
成都外贸出口起到有力支撑作用。其中，笔
记本电脑637.3亿元，下降7.7%，占23%；集成
电路522.4亿元，下降0.8%，占18.8%；平板电
脑450.6亿元，增长4.1%，占16.2%。此外，成都
纺织服装、制鞋等行业发展成熟，产业链较
为完善，对国际市场供应能力稳定，供给优
势带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198.7亿元，增
长80.5%，占7.2%，其中服装、箱包及鞋靴分
别增长46.8%、1.7倍和1.1倍。

受全球通胀加剧、国际海运价格持续上
涨、疫情反复及消费电子产品需求萎缩等因
素影响，前7个月，成都机电产品进口1708.8
亿元，下降2.8%，占同期成都外贸进口总值
的（下同）85.8%。其中，集成电路1280.9亿元，
下降5%，占64.3%，汽车零配件23.6亿元，下
降9.9%，电工器材21.8亿元，下降9.3%。受全
球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和国内需求上升影响，
成都进口金属矿及矿砂50.2亿元，增长8.5
倍，占2.5%。此外，进口农产品34.6亿元，增长
41.3%。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宋嘉问

10日下午，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获
悉，经四川省清理和规范庆典研讨会论坛活动
工作领导小组同意，第二十五届成都国际汽车
展览会（以下简称“成都国际车展”）将于2022
年8月26日至9月4日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举
办，其中8月26日为媒体日。本届车展的主题定
为“享蓉城·促产业·稳经济·驭未来”。

据透露，本届成都国际车展规模将达20
万平方米，截至目前，已有128个汽车品牌报
名参展。与去年相比，今年车展的展会面积
相当，但参展品牌数量较2021年还新增了两
个品牌。

成都国际车展是国内最重要的汽车盛
事之一，也是中国西部地区最具规模和影响
力的汽车展览盛会。今年由于疫情影响，原
计划于4月举行的北京国际车展延期，成都
国际车展成为今年国内首个举办的A级车
展。因而，本届成都国际车展也成为今年各
大车企不可缺席的重要赛场。

第二十五届成都国际车展能按时举办，
将对中国汽车产销行业的恢复与壮大、本土
品牌展会的国际化可持续发展、各大汽车品
牌执行战略规划和产品布局、推动社消零的
稳步回升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据悉，2021年的第二十四届成都国际汽
车展览会成功举办，展会规模达20万平方
米，吸引了126个国内外汽车品牌展商参会，
共设展位120余个，展示车辆1500余辆，打破
了历届办展面积、单日观众峰值以及新能源
汽车销售总量纪录。展会期间共产生37730
台汽车订单，成交额超65.16亿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煜

今年1-7月
成都外贸进出口总值

4768亿元
同比增长8.2%

成都国际车展
8月26日开幕

参展品牌数量超去年

第1天：成都—都江堰熊猫乐园（游
学）—钟书阁文旅主题书店—仰天窝广场
自拍熊猫—夜游南桥

第2天：都江堰水利工程（游学）—崇
州街子古镇（体验特色剧本杀）—成都

A线：成都—都江堰景区—新津宝墩
遗址—青羊区金沙遗址博物馆

B线：成都—广汉三星堆博物馆—新
都编织艺术中心—沸腾小镇

C线：四川科技馆—水井坊博物馆—
东郊记忆

“古蜀密语”研学之旅
线路行程（1日游）

A线：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东郊
记忆—东安湖体育公园

B线：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成
都露天音乐公园（大运会闭幕式场地）—
凤凰山体育公园

第1天：成都—彭州白瓷艺术中心—
宝山国际旅游度假区—绿野星辰露营
基地

第2天：彭州白鹿音乐小镇—白鹿上
书院—成都

武侯祠博物馆—锦里—杜甫草堂博
物馆—人民公园鹤鸣茶馆—宽窄巷子—
琴台路—蜀风雅韵（观川剧）

A线：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环
球魔力沉浸式剧场—339天府熊猫塔—太
古里/IFS（打卡熊猫爬墙）—九眼桥合江
亭、安顺廊桥

B线：猛追湾望平坊文创街—环球魔
力沉浸式剧场—建设路美食街—夜探天
府人文艺术图书馆

成都—都江堰景区（游学）—郫都区
川菜博物馆（游学）—成都

第1天：成都—邛崃平乐古镇—萤火
虫秘境的村子

第2天：邛崃川西竹海—成都

成都立巢航空博物馆—天府文化艺
术公园—成都博物馆/武侯祠博物馆/杜
甫草堂博物馆

今年首发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成都今夏为何这么热

成都市气象台专家解读成因：副热带高压偏强，天气晴好升温显著

8月11日
下午，成都市
气象台发布了
今年首个高温
红色预警信
号。截至8月
11日17时，全
市最高气温出
现在成都东部
新区40.2℃，
其余各区市县
都 在 35.5℃
以上。

四川刚刚
送走了有观测
记录以来最热
的7月，更为
炎热的8月正
在进行中。就成
都而言，这一次
发布高温红色
预警信号是非
常罕见的。

不仅是成都，整个四川，还有江西、湖
北、湖南、浙江、上海、江苏、重庆、河南、陕
西、安徽等地都出现了劲猛顽固的高温天
气，部分地区还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四
川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肖递祥表示，副热
带高压较常年同期偏强，其目前状态非常
稳定，预示着这轮全国大范围高温短期内
不会结束。

全国来看，未来一周，全国高温的重
心仍然是在川渝、湖北至浙江一带，最高

气温依旧保持在40℃上下，最低气温30℃
左右。

四川方面，未来几天，全省仍是高温
酷暑的天气。预计12-16日，盆地大部地方
最高气温可达35℃-39℃。

成都方面，今起三天高温天气都难以
消退。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可达40℃。明后
两天，最高气温仍维持在39℃。好消息是，
18日前后，成都降雨趋势明显，届时高温
天气有所减弱。

今年成都为什么这么热？张涛解释，受
副热带高压或青藏高压长时间稳定控制，
强度较常年同期偏强，天气晴好，白天升温
显著，因此导致今年成都气温比较高。

今夏简阳的火热，成都人有目共睹。
成都市气象台发布的成都市7月份高温天
气统计情况显示，简阳是最早达到35℃高
温的地区，该地7月4日最高气温为35.6℃。
同时，简阳是高温日数最多的地区，7月有
22天超过了35℃。简阳也是拉高成都市平
均气温的地点之一，超40℃天气有4天，并

多次飙到“全国第一热”。
张涛解释，从气候条件上讲，简阳站

的海拔高度是成都市所有国家级气象观
测站中最低的，晴好天气往往是受下沉气
流盛行的高压环流控制，气团从高空到低
空的下沉增温现象在简阳更明显。此外，
简阳地区夜间气温也较成都其他地区更
高，也就是白天升温的基础温度更高。因
此，简阳站为成都“最热”。最后，简阳位于
成都之东，成都降雨呈现东少西多的特
征，降水的多少对气温也有一定影响。

11日，从上午9时28分开始，简阳市气
象台、成都市气象台、金堂县气象台、双流
区气象台、新都区气象台先后将高温橙色
预警信号变更为高温红色预警信号。

包括成都市气象台负责天气发布的
五城区、青白江区、高新西区、高新南区、
东部新区，以及由当地气象局负责发布的
简阳市、金堂县、双流区和新都区在内所
有地区，“预计未来24小时最高气温都将
达到37℃及以上。”

记者了解到，以上发布的5个红色
预警信号均为今年首个。纵观历史，这
也是非常罕见的情况，成都市气象台首
席预报员张涛介绍，就成都气象台而
言，这也是2018年预警信号改制以来的

“首次”。
而就整个四川来看，截至11日18时广

安邻水、内江东兴区、资阳、达州渠县、泸
州合江、成都东部新区等多地，最高气温
均突破40℃。

非常罕见 成都多个区市县热到“红色预警”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为何这么热 副热带高压偏强 天气晴好升温显著

未来趋势 18日前后,成都降雨趋势明显

记者11日从教育部获
悉，为巩固义务教育阶段学
科类校外培训治理成果，切
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教育部部署开展了持续三个
月的“回头看”工作，现已顺
利完成。各地累计排查培训
机构17.2万个（含已关停的
机构复查及非学科类机构涉

嫌开展学科类培训排查）、培
训材料24.3万份、从业人员
40.5万人。

据了解，各地排查中发
现问题机构4614个，目前整
改完成率达100%。其中，在
培训收费监管方面，累计排
查发现未执行政府指导价的
机构206个，超政府指导价收

费82万元，已全部完成整改
并全额退回超收培训费。在
隐形变异治理方面，累计排
查发现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
的机构3598个，“一对一”等
个人违规开展培训1572人次
（涉及中小学在职教师15
人），已全部完成整改或处
理。 （新华社）

全国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治理“回头看”

发现问题机构4614个 整改完成率达100%

地表53.4℃！成都交警“汗”卫平安 03

昨日成都街头，市民“全副武装”出行 图据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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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个日夜
动静快慢之下
洞见“多面”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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