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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环路LED单灯控制
照明设施昨起半功率运行

成都开启省电模式
近期，成都市高温天气持续。为确保电

力安全正常运行，成都市城管委自8月11日
以来采取关闭景观照明设施、户外广告照明
（包括电子显示屏）设施，协调商家和楼宇物
业部门关闭招牌、楼宇标志照明，分时降低
路灯亮度和关闭辅助性功能照明等措施降
低城市照明用电量。

8月19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
成都市城管委获悉，为进一步缓解电网负
荷，自8月19日夜间开始，成都市一环路、二
环路、三环路LED单灯控制照明设施将半功
率运行，预计每天可减少用电量约2.1万度；
重要主干道快速路（蜀都大道、金牛大道、人
民北路、人民中路、人民南路、天府大道、剑

南大道、羊西线）动态调整启闭时间，预计每
天减少用电量约1.05万度；除以上道路外的
其余道路照明采取关闭部分路灯的方式运
行，预计每天减少用电量约14万度。采取以
上措施后，预计每日可节电17万余度。

温馨提醒广大市民，夜间出行时务必注
意安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一环路、二环路、三环路LED单灯控制照
明设施将半功率运行
■重要主干道快速路（蜀都大道、金牛大道、
人民北路、人民中路、人民南路、天府大道、
剑南大道、羊西线）动态调整启闭时间
■其余道路照明采取关闭部分路灯的方式
运行

春熙路地铁站
开启“省电”模式

鼓励大家养成低碳生活习惯

面对严峻的用电压力，春熙路地铁站结
合客流特点，在不影响乘客安全出行及车站
客运服务的前提下，对车站公共区照明开启

“省电”模式，既满足了节电的要求，又不影
响车站日常的客流出行。同时，根据客服设
备设施日常使用情况，将不必要的设备设施
进行关闭，并设置好相关告示提醒。为进一
步降低车站用电消耗，优化设置车站站厅及
站台目标温度，对车站及设备房间增加巡视
频次，以保证温度设置满足要求，设备设施
运转良好。

杨春梅说，对一线交通人而言，也因此增
加了一些工作任务。但杨春梅不觉得烦恼，在
她看来，这是一次挑战，也是一次鼓励大家养
成节约用电、绿色低碳生活习惯的机会。

新能源车节电小技巧
发车前清洗空调滤网
收车时及时关闭总电源

市公交集团 182 路驾驶员杜鸿同样工
作在交通节电第一线，他是成都公交集团
第一批驾驶新能源电动车的驾驶员，拥有
17 年公交驾龄。在响应号召积极节电的过
程中，他和其他驾驶员分享了驾驶新能源
电动车的节能小窍门。“在发车前将空调滤
网清洗干净，便于出风顺畅减少阻力；车内

空调制冷设置不低于 27℃，并在车内温度
保持在27℃时，将制冷切换到新风装置；在
路口遇长时间等待时及时启用手刹切换空
挡，避免助力系统能源损耗；夜间行驶时开
启一侧箱灯即可；收车后停好车及时关闭
总电源……”介绍这些小窍门时，杜鸿双手
比划，神情专注认真，“希望能分享给更多
的驾驶员伙伴。”

杜鸿的同事，东星公司 103 车队 120 路
驾驶员林家斌也总结出一套节电方法。如遇
早班，林家斌通常会选择在早上7点以前给
车子补满电，尽量减少白天补电频次；行驶
途中尽量保持平稳，不猛踩加速或刹车；回
到休息室，关闭照明灯和空调，以达到节电
的目的。

春雨公司驾驶员杨李贲师傅平日充电一
般会选择在下午，从前天起，杨李贲主动将车
辆充电时段改在晚上11点后。“晚间充电既响
应了倡议，又节约了充电费用，一举两得。”杨
李贲说。出租车行业像杨师傅这样的电动出
租车驾驶员还有很多，他们默默用自己的实
际行动，在保障市民群众出行便捷的同时，为
守卫全市电网安全贡献行业力量。

在成都东站汽车客运站，每日 16 时 30
分关闭中央空调主机，利用空调干燥防霉送
风功能，控制候车大厅温度，覆盖营业时间。
据车站工作人员王志华介绍，他现在日常工
作职责新增了一项：严格监督站前广场两台
扶梯及售票大厅电灯、LED屏、楼顶吸塑字
的关闭情况，确保车站节能降耗落到实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8月19日，成都多个文化场馆发布公
告，暂停开放或调整开放时间。

成都博物馆：暂定自2022年8月19日
至8月25日闭馆，具体开馆日期请关注后
续公告。

四川省图书馆总馆(人民西路4号)：
自2022年8月19日起闭馆，恢复开馆时间
另行告知。闭馆期间，四川省图书馆读者
外借文献逾期费用一律免除，数字阅读等
线上服务正常开展。

四川科技馆：近日，成都高温天气持
续，电网负荷急剧增长，决定于 2022 年 8
月19日起临时闭馆，暂停对外开放，开馆
时间另行通知。已预约8月19日至21日参
观的科友，预约信息将保留至 2022 年 12
月31日。

金沙遗址博物馆：根据年度工作计划，于
8月19日至25日闭馆检修，暂停对外开放。

成都图书馆（含天府人文艺术图书
馆）：因线路检修等原因，于8月19日至25
日临时闭馆，线下活动暂停开展。

四川美术馆：因线路检修，将于 2022
年8月19日至25日暂停对外开放。

成都市文化馆：因设施设备检修，自
2022年8月19日起暂停开放，恢复开馆时
间另行告知。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文物区、西区）：
自2022年8月19日起暂停对外开放，时间
暂定7天，并取消所有线下文化活动，具体
恢复开馆时间另行通知。

成都永陵博物馆：自2022年8月19日
至8月25日暂停对外开放，线下相关活动
也暂停开展。具体开放时间另行告知。

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自2022年8月
20日起至26日暂停开放。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把电线递给我，顺带把扳手也给
我……”8月19日下午5点，在成都市武
侯区果堰街89号附近，10余名身穿蓝色
工服的供电公司员工，正顶着 38℃高
温，更换低压导线。随着近期四川地区
持续高温，供电保障工作压力倍增，为
了保障高温天气居民用电，他们持续奋
斗在一线工作岗位上。

据国家电网成都市高新供电公司
永丰供电营业所副所长吴聪介绍，进入
8月后，营业所接到的抢修任务工单急
剧增加，最多一天达70多单，较去年同
期增长 1.5 倍，工单量是今年上半年月
均抢修工单的2～3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现场
看到，果堰街附近主要为居民楼，电线
从变压器接出后，从此处分至各家各
户。现场10余名工作人员分工协作，有
的站在梯子上拆旧电线，有的在为架
线安装架子，另一些则站在一边整理
电线。

“近期持续高温，我们监测到这个
区域的电线有负荷过载的现象，为了保

障居民用电，今天专门为居民更换直径
更大的导线。”吴聪告诉记者，该区域共
涉及100多户居民，线路过载容易造成
居民电器无法正常使用，严重时将烧坏
电线。此次更换后，将有效保障附近居
民用电。

记者注意到，现场不少工作人员是
从上一个检修现场赶过来的。据了解，
永丰供电营业所负责周边19万户居民
用电工作，进入7月以来，营业所接到的
处理工单急剧增加。“近期所有工作人
员均处于奔波状态，往往上一个点位刚
刚抢修完毕，又需要赶往下一个地方。”
吴聪说，上半年，晚上11点以后基本不
会再接到报修工单，但近期的抢修工作
一般会持续至第二天早上6点。

持续的高温天气，不仅对人的身体
是一种考验，对供电网络同样是一种
考验。吴聪建议大家，节约用电，空调
温度设置 27℃以上，关闭不必要的电
灯、电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摄影记者 王效

成都这些地方暂停对外开放

探访
一线

抢修工单剧增抢修工单剧增
他们坚守岗位他们坚守岗位

增加巡站频次、夜间充电……
成都交通领域多举措节能降耗

空调温度调到27℃
过绿色低碳的生活

市民尹先生告诉记者，他比较怕热，以
前夏天开空调都在 25℃以下，为了节约用
电，近一周都将空调温度调到了 27℃。家
里那些不用的电器也基本上都关闭了电
源，避免造成浪费。尹先生说，他在朋友圈
看到很多人都在转发节约用电倡议书，很
有感触，“大家确实都需要响应号召，一方
面是养成节约用电好习惯，过绿色低碳的
生活；另一方面更是从长远角度考虑，节约
每一度电都是我们为环保做出的一点微小
贡献。”

乔女士看到节约用电倡议书后，立刻转
发到了微信群中，并询问大家“各位响应号
召节电了吗？”她告诉记者，担心有人没注意
到这份倡议书，还会提醒，“每个人节约一点
点电，那么供电压力就少一点。”

令乔女士高兴的是，群内好友纷纷响
应。“有朋友说她下班提前关了空调，有朋友
说她把走廊的灯都关了，还有朋友说空调温
度调成了29℃……感觉大家都在微小之处
为这座城市做贡献。”

只开一个房间空调
节约一点是一点

市民张女士和姐姐同住，看到倡议书
后，姐妹俩就商量了一下如何省电。“以前我
们一回家就开空调，然后再去洗澡。现在，晚
上我们都是洗了澡出来才开的空调，而且温
度调到30℃。”张女士说，为了省电，她还和
姐姐在一个房间睡觉，“这样就可以只开一
个房间的空调了，能节约一点是一点。”

自查小细节，节约不少电

“我注意到倡议书里有一句‘电视、电
脑、电风扇、手机充电器等设备不使用时随
时关闭电源，减少待机耗电’，就立刻自查，
发现我家的插线板随时都开着，充电器一直
插在上面。电视也一直没关，我在做饭、洗澡
的时候其实都看不了电视，但是也一直开
着。”成都市民郭女士告诉记者，这些细节她
以前都没注意到，这次自查后才发现原来有
这么多地方都在浪费电，于是立刻把插线
板、电视都关了，“如果每个人都注意到这些
小细节，也能节约不少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关电脑、打印机、插座……8月18日傍晚，成都地铁春熙路站的值班
站长杨春梅结束了一天工作，仔细关闭完电源，这才放心离开。“眼下正是
用电高峰，随手节电是我们每个市民应该做的。”

近日，成都市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最严峻的高温干旱天气。为了缓
解“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压力，全市交通运输行业企业、从业人员积极响
应，各出妙招，想尽办法节能降耗。

成都市民纷纷响应节约用电倡议书：
小细节也能做出大贡献

连日来，四川多地的水
稻迎来丰收季。从空中俯瞰，
沿着成都往南，四川省眉山
市 东 坡 区 太 和 镇 永 丰 村
5760亩土地上一片金黄。

8月 19 日上午 10 时许，
眉山市东坡区太和镇永丰
村内，水稻收割机、满载稻
谷的大卡车来来回回，田
间地头一片忙碌。

10时30分许，种植大户
陈吉最后 10 亩水稻全部收
割完成，看着稻田里的稻谷
颗粒归仓，陈吉高兴不已。他
说，自己包地种了 12 年的
地，虽然今年大旱，对水稻有
一定影响，但因为高标准农
田建设时，早已把水渠贯通，
自己地里的水稻并不缺水。

“ 今 年 稻 田 亩 产 高 达
800 余公斤，是产量最多的
一年！”陈吉说，他总共承包
了 600 亩土地种植水稻，预
计产量能达到48万公斤，按
照市场价毛收入将达到120
多万元。

目前，陈吉的 600 亩水
稻已全部收割完毕，接下来
将在土地上种植川穹等中药
材，实现全年都有收入，并带
动周边村民增收致富。

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位
于成绵乐城际铁路与成乐高
速之间，距离眉山市主城区
10公里。作为眉山市有名的
种粮村，永丰村是国家现代农
业产业园-东坡区岷江现代
农业示范园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片区内的高标准农田面积
有 3100 亩、连片规模种植
1500亩，是四川标准化程度
最高的高标准农田示范样板
之一，在全省率先实现水稻

“耕、种、播、收”全程机械化生
产，有效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和
规模化的程度，实现了农民增
收，助推了乡村振兴。

“近年来，中央、省上都
在抓粮食，政策好，力度大，
粮食的面积、产量在不断增
加，村民的收入也在不断提
高，大家种粮都更有动力和
信心。”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
村党委书记李雪平说，今年，
永丰村的水稻面积为 5760
亩，比去年增加了130亩，产
量预计将增加8.8万公斤。

不仅是永丰村，如今正
值秋收时节，岷江现代农业
示范园区内的其他片区农田
产量也十分可观。

东坡区岷江现代农业
示范园区党工委书记袁晓
霞表示，近年来，园区坚守
粮食生产的主责主业，建成
高标准农田4.8万亩。同时，
通过探索良种良法，推动粮
食总产量由建园之初的 2.6
万吨，提升到 2021 年的 3.2
万吨，增加的产量，相当于
增加了 1 万亩的水稻面积。
接下来，东坡区将全力开展
对高标准农田的提质改造
工程，力争在明年完成 6.42
万亩高标准农田的提质改
造，在新时代打造更高水平
的“天府粮仓”。刘矜 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8 月 19 日，四川省退役
军人厅、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教育厅、省国资委、省
军区政治工作局、省工商联
等 6 部门联合发布了“戎耀
归蜀”四川退役军人及军属
招聘品牌。

2022 年 8 月至 2023 年 6
月，四川全省将联动开展

“4+5”系列招聘活动。其中，
“4”为退役军人及军属春夏
秋冬四季招聘周，“5”为“川
渝招聘周”“军属招聘周”等
5 场具有区域性、行业性特
点的招聘会。活动通过“四川
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公共信
息平台”“四川公共招聘网”

“联合招聘网”信息平台线上
线下联动举行，预计提供岗
位 6 万个左右，服务退役军
人及军属10万人次，达成就
业意向4万人次。

各地各部门将立足当地
实际，进一步整合资源，促进
供需对接，提高人岗匹配质
效，实现信息共享、平台互
通，全力推进全省退役军人
招聘活动常态化，协力共塑

“戎耀归蜀”招聘品牌。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天府粮仓”丰收季
水稻种植大户：

今年是
产量最多的一年

预计提供岗位6万个
四川将开展“4+5”
系列招聘活动

8月18日，成都发布《致市民朋友节约用电倡议书》，倡议广大市民朋
友“每人每户节约1度电 我为文明城市做贡献”，以实际行动节约用电。

倡议书发布后，成都市民积极响应，在各平台的评论区纷纷留言
支持：“家里除了冰箱等必需的电器外，插头都拔了，节约用电，从我做
起。”“支持节约用电用水，尽可能少用大功率电器，人人用心出力，渡
过难关。”……

高温下的电力一线工人高温下的电力一线工人：：

清洗空调 出租车充电时间改至夜间11时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