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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持续高温的进程
中，每天都有纪录被打破。截至
20日下午16时，四川最高气温
排名前三的分别为达州渠县
43.6℃、泸州合江43.5℃和成都
简阳43.2℃。其中，合江、简阳再
次打破了当地观测史纪录。

未来几天四川高温天气
持续，最高气温西部沿山35~
38℃，其余大部地方可达39~
42℃或以上；川西高原大部天
气晴好；盆地西部沿山和攀西
地区多分散阵雨或雷雨。

不过，高温已进入最后阶
段，据四川省气象台，预计持
续高温天气在25日以后有所
缓解。26~29日四川省有一次
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大部
有雷雨或阵雨，雨量小到中
雨，其中盆地西部、东北部有

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
需要警惕的是，四川省气

象台20日发布了地质灾害气
象风险预警：8月20日20时-8
月21日20时，雅安中西部局
地、凉山州北部局地发生地质
灾害的风险较高。上述地区务
必加强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另
外，还发布了森林草原火险气
象 等 级 预 报 ：8 月 20 日 20
时-23日20时，盆地高温天气
持续，最高气温西部沿山35～
38℃，其余大部地方可达39～
42℃或以上，盆地西部沿山、
攀西地区有分散阵雨或雷雨。
盆地大部地方的森林火险气
象等级4～5级。相关市（州）务
必加强火源管理，做好森林防
火工作。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戴佳佳

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获悉，8月20
日，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在
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
射遥感三十五号04组卫星。
这标志着中国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实现连续103次发射
成功。

2020年5月5日至今，长

征系列运载火箭创下了103
次新的连胜纪录，而完成这
一纪录仅历时2年3个月。其
间，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先后
将包括中国空间站天和核
心舱和问天实验舱、嫦娥五
号月球探测器、天问一号火
星探测器、神舟载人飞船、
天舟货运飞船、北斗三号导

航卫星等在内的200多个航
天器安全送入太空。

目前，正在服役的长征
系列运载火箭不仅能向高
中低不同地球轨道发射卫
星、空间站、载人和货运飞
船，还具备发射无人深空探
测器的能力。

据新华社

8月20日，第一届“一带
一路”（成都）国际平行进口
车车展暨嘉年华活动在成都
市青白江区中欧汽车城举
行。据悉，本次车展将持续到
8月28日。

记者现场看到，本次车
展上，30余款高端车型争奇
斗艳，车展共展出整车超150
辆，均为平行进口车。

平行进口车全称是平行
贸易进口车，指车商采用平
行进口方式，在世界各地进
行采购，再引入中国市场进
行销售。平行进口车主要有
以下几方面优势，首先是价
格优势，平行进口车绕过了
总经销商、大区经销商、4S店
等销售环节，通常比中规车
便宜10%-20%；其次车型优
势，平行进口车不仅能购买
到国内没有的海外车型，还
能按照个性要求进行配置。
最后是提车优势，平行进口
车由车商直接在海外采购再
运至国内销售，省去了消费
者很大一部分提车时间。

作为青白江区整车贸易
产业链的重大项目，中欧汽车
城总面积5万平方米，是西南地
区第一个保税车城，不仅具备
车辆销售、售后维保、汽车改
装、汽车文化等功能，更实现了
综保区外的保税展示功能。

“自2015年获批整车进
口口岸以来，青白江区充分
发挥开放通道优势，先后承
接了汽车平行进口试点、二
手车出口试点等国家级汽车
贸易试点工作，成功实现了

平行汽车进口、二手车出口、
中规车进出口及零配件进出
口等整车贸易的业态全覆
盖，累计实现整车进出口2万
余台。”青白江国际贸易与现
代物流发展局副局长何刚告
诉记者，在汽车平行进口试
点工作上，青白江率先开展
了优化海铁联运转关、多式
联运“一单制”等创新举措，
打造了西南地区首个综保区
外的平行进口汽车保税车
城。在二手车出口试点工作
上，青白江三年来年均增长
324%，二手车出口目的地遍
布蒙古、哈萨克斯坦、柬埔
寨、阿联酋等20余个国家和
地区。依托中欧班列，青白江
还成功签约宝马中规车进口
等重大项目，3年计划进口4.8
万台，截至目前已成功发运
3309台；同时，还为长安、沃
尔沃、吉利等汽车出口提供
了坚实有力地物流保障。

下一步，青白江区将加
快构建集整车贸易、整车物
流、展示交易及供应链金融
为一体的整车产业链，打造
整车贸易高地，持续增强国
际消费服务和货物组织能
力，进一步助力提升成都作
为泛欧泛亚国际门户枢纽在
全球的影响力，力争以产业
特色塑造竞争优势，以品牌
创新引领消费潮流。

●温馨提示：观展时请
市民朋友戴好口罩,保持一米
社交距离,做好日常疫情防护
工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吴华宇

8月20日，搭载106名旅客
的3U3961次航班从成都双流
国际机场起飞前往日本东京，
标志着成都至东京定期客运
航线正式复航。成都出入境边
防检查站以高效、专业的通关
服务圆满完成了复航勤务保
障任务。

为做好该航线复航保障
工作，成都边检站严格按照国
家移民管理局和省市联防联
控机制的部署要求，落实“一
机一策”工作措施，提前对接
相关单位掌握航班时刻和载
运人员情况，统筹做好疫情防

控、口岸管控和服务保障等各
项工作，科学配置警力、动态
调整通道、加强服务引导，确
保106名旅客安全快速通关。

从7月开始，成都已先后
新开、复飞俄罗斯莫斯科、圣
彼得堡和阿联酋迪拜、希腊雅
典、芬兰赫尔辛基、印度尼西
亚雅加达等多条国际客运航
线。截至目前，成都航空口岸
国际（地区）客运航线已恢复
至17条，位列全国第4、中西部
第1，有效保障了中西部地区
与全球的国际交往需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8月20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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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起，市城管委在继续关
闭景观照明设施、户外广告照明设
施和协调关闭招牌、楼宇标志照明
的基础上，指导成都城投智慧城市
公司采取降低照度、间隔亮灯等节
能措施，对成都市“5+2”区域3000
余条道路，15万余盏路灯进行动态
调整。

市城管委下属市照明监管中
心组织了12个节能保电巡查组，
其中4个组对非市管照明设施、景
观照明设施、户外广告照明设施

节能关灯情况进行检查，8个组对
市管照明设施实施应急节能措施
后的效果进行检查，动态调整路
灯运行状态和负荷，以保障市民
夜间出行安全为目标实施精准调
控、降低能耗。

经过成都城投智慧城市公司
保供电应急工作专班的通宵奋战，
成都市“5+2”区域1600处路灯配电
点位的调光工作已全部完成，此项
措施预计每小时可节约1.5万度电，
每日可节约16.5万度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图据成都市城管委

8月20日，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
厅、省能源局、省水利厅、省气象局
和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联合召开能
源保供第二次新闻通气会，通报电
力保供形势和工作开展情况。

三“最”叠加
电力保供形势严峻

“新闻通气会场旁边的金融城
‘双子塔’，已经看不到绚烂的灯光
秀，27℃成为大家新的空调温度共
识。这是极端高温天气下，全川人民
团结一致、度电必省、共渡难关的缩
影。”经济和信息化厅厅长翟刚对每
一位市民为节约用电所作的努力表
示感谢。

当前全省电力保供面临着三
“最”叠加的严峻局面，即历史同期

最高的极端高温、历史同期最少的
降水量、历史同期最高的电力负荷，
预计8月下旬高温天气仍将持续，电
力保供形势依然严峻，政企多方正
多措并举竭尽全力缓解电力供需矛
盾，守住电网安全和民生用电。

据介绍，四川全省用电需求最高
负荷已跃升至6500万千瓦，同比增长
25%。而四川水电来水较常年减少5成
以上，保障成都等负荷中心用电的主
力水库已达死水位，水电发电能力锐
减，电力缺口大，电力供需严重失衡。

全省2.5万余名电力抢修人员
24小时值班守护电网

据气象和水利部门介绍，未来几
天四川省大部分地区仍晴热少雨，盆
地高温天气仍将持续，8月下旬省内

主要江河来水量仍以偏少为主。
目前，各地各部门和电网企业正

在通力协作，采取多种措施应对当前
的严峻形势。充分挖掘各类电源发电
潜力，保障电煤充足供应，保障气电、
新能源满发尽发，科学精细调度水
库，发挥每滴水的发电作用，度电必
争；加强预判分析，按极限思维做好
应对准备，提前制定极端情况下应急
预案，严格用电科学管理，做实做细
有序用电，让电于民，尽最大努力减
小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产
生活的影响；强化变压器、输电线路
等重点设备运行维护，加强电网关键
数据监测预警，全面排查消除主设备
安全隐患，保障电网安全稳定；在全
社会推行节约用电，精细调度，合理
用电、高效用电，度电必省，度电必

效；提前研判、部署，在高温天气缓解
后，待电力供需形势好转，及时有序
做好复电复产，抢进度、促发展。

当前，全省2.5万余名的电力抢
修人员24小时值班，守护电网，第一
时间抢修故障线路，及时恢复供电。

下一步，四川省将按照适度超
前原则，以优化电源结构、提高供电
可靠性为导向，大力发展可再生能
源，加快燃气电站建设、煤电机组改
造，着力推进应急调峰储备电源建
设，提高电力保供能力。

会议呼吁广大民众，节约用电，
科学用电，减少非必要的照明，把空
调设置在27℃及以上，电动汽车尽
量选择用电低谷时段充电，团结一
致，共渡难关。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钟茜妮 综合川观新闻

成
德
大
道
调
光
后

成
德
大
道
调
光
前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连续发射成功次数创新高

首届“一带一路”（成都）
国际平行进口车车展开幕

30余款高端车型参展
比中规车便宜10%-20%

成都=东京定期客运航线昨日复航

四川高温持续
合江简阳再破当地高温观测史纪录

成都市“5+2”区域1600处
路灯配电点位已完成调光

每日可节电
16.5万度

8月16日，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
理局、成都市交通运输局、成都市经
济和信息化局联合发布了关于指定
龙泉驿区第二批智能网联汽车测试
道路的通告，确定了成都经开区（龙
泉驿区）智能网联汽车第二批测试道
路的范围。据悉，上道路测试的智能
网联汽车应当取得临时行驶车号牌，
并在指定的道路进行测试；每天0时
至9时、17时至24时以及雨、雪、雾等
恶劣天气、道路施工等情况下，禁止
进行智能网联汽车道路测试（根据智
能网联汽车测试的有关规定，符合测
试条件的车辆除外）。

自本通告发布之日起，指定龙泉
驿区智能网联汽车第二批测试道路
为：汽车城大道（滴水路至经开区南六
路之间路段）、洪黄大道（锦程北路至
成环路之间路段）、黄平中路（洪黄大
道至锦洛西路之间路段）、锦洛西路
（群辉北路至汽车城大道一段之间路
段）、东安阁路（厦蓉高速交汇点至桃
都大道东段之间路段）、湖岸南路（湖
岸东路至平湖路之间路段）、跨湖路
（体育公园路至桃都大道东段之间路
段）、驿马河路（汽车城大道三段至桃
都大道东段之间路段）、桃都大道（红
沙路至桃都大道西段之间路段）、驿都

大道（龙泉驿音乐广场至航天立交之间
路段）、青台山路（长春路至龙城大道之
间路段）、成龙大道（鲸龙路至娇子立交
之间路段）、经开区南一路东段（车城东
七路至车城东三路之间路段）、经开区
南一路西段（车城东二路至车城西五路
之间路段）、经开区南二路（车城东七路
至车城西五路之间路段）、经开区南三
路（车城东七路至车城西五路之间路
段）、经开区南四路（车城东七路至车城
西五路之间路段）、经开区南五路（车城
东六路至车城西五路之间路段）、经开
区南六路（车城东七路至车城西二路之
间路段）、车城东一路（成龙大道二段

至经开区南四路之间路段）、车城东二
路（成龙大道二段至天工南二路之间
路段）、车城东三路（成龙大道二段至
车城东七路之间路段）、车城东四路
（成龙大道三段至经开区南四路之间
路段）、车城东五路（成龙大道三段至
经开区南六路之间路段）。

至此，成都经开区（龙泉驿区）拥
有了全省各区最长的智能网联汽车
开放测试道路，为自动驾驶汽车提供
开放测试道路环境，全力支持智能网
联汽车产业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闫宇恒 彭惊

成都这些道路
被指定为智能网联汽车测试道路

近日，成都部分商场开启了省电模式,电梯实行单向运行。 图据东方IC

新闻通气会指出，电力保供形势依然严峻，政企多方正多措并举竭尽全力缓解电力供需
矛盾，守住电网安全和民生用电。同时呼吁广大民众，节约用电，科学用电，减少非必要的照
明，把空调设置在27℃及以上，电动汽车尽量选择用电低谷时段充电，团结一致，共渡难关。

车展现场

四川能源保供新闻通气会：

感谢每一位市民为节电所作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