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绵阳 转移群众近9000人

成都商报讯（何政霖 记者 汤小均）

8月6日晚，绵阳市北部、中部普降大到暴

雨，部分地方大暴雨，累计雨量最高达到

245毫米。全市疏散转移8912人。受暴雨

影响，九环线平武段发生多处塌方，道路

中断。 临时抢通的便道只能供越野车勉

强通行，大量车辆滞留。道路通行时间暂

时无法预计。

广元 4趟列车被大雨逼停

成都商报讯 （尹海波 李正娟 记者

梁梁）

7日，广元全市从早上7时许开始普

降大雨。 据成都铁路局广元车务段工作

人员介绍， 当天宝成线多处实行区间临

时封闭。广元境内共有4趟列车被大雨逼

停，其中晚点时间最长的是K879，晚点

时间接近7个小时。

北川 近4000群众转移避险

记者从北川县了解到，北川日前再次

遭遇强降雨侵袭，7日最大降雨量达

245mm，造成部分乡镇交通、电力、通讯中

断，4100人饮水困难， 目前尚无人员伤亡

和失踪报告。灾情发生后，北川县迅速启

动应急预案，组织当地群众开展抢险救灾

工作，紧急转移避险3926人，转移安置688

人。据统计，此次强降雨造成7.2万人受灾，

道路塌方致6条主要道路中断。

（新华社）

平武 130个油桶冲入涪江

成都商报讯（记者 汤小均）

昨日，成

都商报记者从绵阳市相关部门获悉，8月

7日凌晨6时许， 平武县南坝镇宏建木业

厂库房被洪水冲毁。经初步核实，库房内

共存放油桶260余个， 其中约130个空桶

被冲入涪江。截至7日20时，已打捞起油

桶近百个。同时，环保部门加大对涪江水

体的抽样检测力度，经检测，武引库区及

下游涪江水质未受到污染。

32座闸坝泄洪 严守成都中心城区

成都商报记者走进成都市河道管理处，解密成都中心城区防洪调度

色香味俱全的火锅， 不仅让成都人津津

乐道，也令外地来客乐而忘返。如今，久负盛

名的川菜美食正逐步扩张， 占领更广大的市

场。美国、加拿大是蜀九香火锅底料的出口目

的地；北京、上海、香港，是蜀九香开直营店的

新目标。味道江湖火锅店，则由最初一家小店

发展到现在全国80多家店，从成都走向北京、

深圳、河北、河南、新疆、山东、山西、陕西、海

南、云南等地。

蜀九香：

底料出口北美 筹备开店北上港

作为“中国十大火锅品牌”之一的蜀九香

可以说是四川火锅 “走出去” 的一个成功代

表。为了适应现代化生产的需要，向消费者提

供高品质产品， 蜀九香于2010年成立产业基

地，专注于研发牛油、清油火锅底料及复合料

炒制、包装生产线，向生态型、标准化火锅底料

发展。同时，蜀九香公司还斥资200万打造中国

特色商城，为传承成都美食文化提供一个对外

的窗口，也为网络消费者提供更贴心的电子商

务服务。

据蜀九香企业管理有限公司营运总监张

正红介绍，平均每年有十多家新的直营店和加

盟店开业，而公司也一直把握较稳妥的发展节

奏，不求多，只求精。“我们的品牌在美国和加

拿大都注册过， 我们的底料也在向外出口。”

张正红说，“今年我们在西安、西宁、库尔勒等

地都开了加盟店， 现在正在积极筹备北京、上

海、香港等一线城市的直营店。”

味道江湖：

菜品开架自选 欢迎自带酒水

创建于2000年的味道江湖火锅店， 由最初

一家小店发展到现在全国80多家直营店， 分店

遍布四川、北京、深圳、河北、河南、新疆、山东、

山西、陕西、海南、云南等地。

味道江湖开创了菜品开架自选的经营方

式，把菜品的分量、价格和新鲜程度展现在消

费者面前，同时还打破餐饮行业“江湖规矩”，

欢迎顾客自带酒水。味道江湖位于都江堰的生

产加工基地确保统一标准的流程，保证每一位

客人来到店里吃到的锅底味道都是一样的；统

一的采购部门进行采购、配送，长期与大型企

业合作，保证了食材的安全品质。这样统一采

购、集中物流，为企业节省了8%左右的采购成

本，让味道江湖拥有更大的竞争力。

味道江湖运营部副总范增玉自信地表示：

“目前味道江湖有着很好的发展趋势，我们相

信未来能做得更好。”

成都商报记者 余文

龙 实习生 崔译丹 摄影报道

暴雨·影响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梅）

来自四川省

气象台的预报显示，今日，盆地内降雨区域

将扩大， 气象部门在昨日下午再次发布了

暴雨黄色预警，受此影响，盆地大部分地方

气温比较凉爽。 成都市今日依旧有较强的

降水，预计最高气温29℃，依旧凉爽宜人。

昨日下午4时， 四川省气象台再次发

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昨晚8时到今晚8

时， 盆地大部地方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

雷雨时有短时阵性大风， 广元、 德阳、成

都、雅安、眉山、乐山、宜宾、自贡、内江、资

阳、遂宁、南充、巴中13市和绵阳东部、达

州北部及阿坝州漩映地区的部分地方将

有暴雨，其中南充、资阳、眉山3市的部分

地方有大暴雨。

从今晚开始， 本轮降雨在成都将进入

尾声，气温会再次处于上升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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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火锅 走向全国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舒）

昨日成都

和广元突降暴雨， 造成成铁局管内途经

宝成线和成灌线多趟列车的运行受到影

响。记者从成都铁路局了解到，昨日因暴

雨成灌铁路5趟动车停运，宝成线18趟列

车晚点。随着雨势渐缓，目前受影响列车

已逐步恢复正常。

据介绍， 因为昨日的暴雨超过了安

全警戒线，途经成灌线运行的5趟动车组

被迫停运，包括成都—青城山D6119次、

青城山—成都D6116次、 成都—离堆公

园D6149次、 犀浦—离堆公园D6151次、

离堆公园—成都D6150次。 同时当日离

堆公园至南充D6192次运行区段调整为

成都至南充，离堆公园、郫县西、犀浦站

停办客运业务。 对于已经购买了停运列

车车票的旅客，铁路部门表示，票面乘车

日期开始5日内，旅客可前往车站指定退

票窗口，办理全额退票手续。

前夜至昨晨， 轰隆轰隆的雷声不知惊醒

多少梦中人。 来自四川省气象台的雷电监测

数据显示，从前晚6时至昨晨6时，12小时内全

省共发生雷电云地闪击47767次，成都市发生

雷电云地闪击12676次，刷新今年记录。此前，

成都最强的雷暴天气发生在6月18日晚到6月

19日早晨，几乎同样时段内有11064次雷电响

彻成都上空。

12676次闪电

凌晨3点至5点最凶

一道道亮光划过漆黑夜幕， 沉闷的轰隆

声打破寂静， 家住东门的张女士说：“感觉这

次打雷分外吓人。”四川省气象台的雷电监测

数据显示，从前晚6时至昨晨6时，全省共发生

雷电云地闪击47767次， 其中有12676次惊雷

从成都上空划过，平均每小时上千次，是成都

今年最强的一次雷暴天气。

这一时段的惊雷主要发生在绵阳市、成

都市、德阳市、广元市、乐山市、雅安市、眉山

市等地区。打雷最凶的时间是昨日凌晨，其中

3点到5点，两个小时内的雷电次数已超过2万

次。防雷专家解释，这是由于之前持续高温，

云层中累积的能量很多， 摩擦释放出大量能

量，于是产生了雷电。

由于对流云团分布不均， 雷暴的分布也

不平均。在大成都范围内，雷暴主要集中在彭

州、崇州、都江堰、邛崃等地，主城区雷电闪击

相对较弱，出现最多的是金牛区，12小时响了

291次。

降雨降温

8年来最冷的“立秋”

一场夜雨，带走了连日的闷热。雷声雨声

相伴，我们迎来了今年的立秋。

民间有说法称，“立秋” 这天下雨叫“漏

秋”，之后会持续出现降雨天气。不过，气象专家

表示，短暂的凉爽不能代表之后没有“秋老虎”，

成都的炎热天气往往要延续到９月中下旬。

昨日蓉城空气清新，分外凉爽，温江国家

基本气象站的最高气温只有25.3℃， 创下8年

来成都在立秋这天的最低温。从2006年开始到

2012年， 立秋当天最高气温分别是：34.7℃、

31.5℃、32℃、33.2℃、33.8℃、33℃、31.7℃，均

在30℃以上。

不过，昨日盆地东部仍被烈日炙烤，大部

分地方最高气温在35℃以上， 泸州多县超过

39℃，合江更是高达42.2℃，可谓冰火两重天。

同步播报

雷雨天气造成5万多用户停电

成都商报讯（记者 祝迅）

昨日雷雨后，成

都电网最高负荷由之前的800万千瓦降到

638.9万千瓦， 但雷雨天气也对成都电网产生

了较大破坏。昨日雷雨天气共造成200余条线

路跳闸，52420户用户停电。 截至昨日下午3

时，还有1条110千伏线路，14条35千伏线路，75

条10千伏线路跳闸尚未恢复，31120户用户未

恢复供电。这次雷雨天气，成都电网共计损失

负荷22.2万千瓦。

双流机场关闭3小时

上万旅客滞留

成都商报讯（吕俊明 记者 胡沛）

昨

日15：30至19：00，双流机场遭遇暴雨及雷

电天气袭击。受此影响，双流机场停航关

闭时间达3个多小时之久，导致了36个进

港航班不能准点到达，备降重庆、泸州、

贵阳、西安等地，取消航班达18个，有1个

进港航班中途返航， 导致了60个以上的

出港航班延误， 造成上万名出行旅客不

能正点出行，被迫滞留机场。至19：00后，

天气才达到航班起飞放行标准， 第一个

CA4371前往长沙的航班于19：06起飞出

港，双流机场暂时单边开放运行。

成都多处收费站暂时关闭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漫）

昨日下午

成都突降大雨， 致使成都绕城高速接待

寺内侧收费站发生积水， 收费站暂时关

闭，导致该出口交通暂时拥堵。

据悉，因为雨情，昨日下午至晚上，

G5京昆高速成绵段金山站至德阳站入口

收费站、G5京昆高速成雅段寿安站至太

平站入口收费站、 成乐高速夹江站至乐

山站入口收费站都进行了暂时关闭。此

外，邛名高速邛崃到名山全线，因发生多

车追尾事故，昨晚7时38分开始主线封闭。

5趟成灌动车停运

5日内全价退票

今天再凉快一天

气温又要回升了

“7·9”暴雨的猛烈程度让部分市民心有

余悸，昨日凌晨，成都再次下起暴雨。不过，即

使是上个月那样的暴雨， 成都中心城区主要

河道并未出现漫堤或溃坝等险情， 这与成都

对城区河道分洪、泄洪的科学调度密不可分。

第一关：都江堰鱼嘴

平时四六分 洪水来了三七分

据成都市河道管理处水域管理科科长曾

长寿介绍，成都中心城区河流来水基本都是都

江堰所分岷江之水，其中内江之水由宝瓶口进

入成都平原输水系统，进入成都中心城区的河

流包括锦江（府河、南河城区段）、沙河，以及

清水河、磨底河、肖家河、干河、浣花溪等。

都江堰鱼嘴分水比例平时大约为四六

分，即内江四成，外江六成。洪水过大时约为

三七分，保证相对较少的水进入内江。

第二关：洞子口

“府河第一闸”分流最危险的沙河

成都中心城区河道中， 因锦江综合整治

后的防洪标准已达200年一遇。目前，城区河

道行洪压力最大的为沙河，因此，沙河与府河

分流处洞子口的几座水闸至关重要， 它们被

称为“府河第一闸”。“来水太大时，就逐渐把

洞子口节制闸闸门开启，直至七闸全开，同时

视情况关闭沙河进水闸， 让水尽可能多流向

府河，而不是沙河。”曾长寿介绍。

第三关：沙河

12道闸坝调度流量严守沙河

虽有“府河第一闸”的调节保证沙河度过

第一关， 但闸下可能还会有区域暴雨或其他

水流汇入而增加流量。因此，沙河上还有刘家

碾水闸、双水碾节制闸、双水碾分洪闸、羊子山

水闸、中三洞节制闸、麻石桥节制闸、跳蹬河节

制闸、跳蹬河冲沙闸、洗瓦堰进水闸、洗瓦堰节

制闸、沙河出水口暗洞分水闸、沙河出水

口橡胶坝等12座闸坝进行调度。

第四关：人力

23处闸坝汛期24小时值班监控

除沙河之外，目前，锦江和清水河、磨底

河、干河等小河流上，还有水闸和橡胶坝十余

座。成都中心城区市管河道上有32座闸坝，如

今已能对29处闸坝和重要点位进行实时视频

监控。汛期，河道管理处还对23座重要的闸坝

派驻人员24小时值班。

成都商报记者 祝楚华

味道江湖菜品开架自选的经营方式

昨日下午突降暴雨，春熙路上，市民在雨中奔跑 王效 摄

最高25.3℃ 雷人的秋啊

前晚6时至昨晨6时闪电12676次，成都迎8年来最凉立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