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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

要闻

12 月 1 日起，《四川省高速公路条
例》（以下简称《条例》）将正式实施，这标
志着四川省高速公路进入依法治路的新
阶段。昨日，成都商报记者在《四川省高
速公路条例》新闻发布会上获悉，历时近
两年的《条例》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高速
公路动态费率调整机制，还针对高速公
路入口治超、高速公路分车道行驶、轻微
事故现场快速处置等方面，作出了新规。

考评不达标 过路费下调

四川省交通厅高速公路管理局相关
负责人表示，根据《条例》第二十五条规
定：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收费标准，应当
根据高速公路的技术等级、投资总额、当
地物价指数、偿还贷款或者有偿集资款
的期限和收回投资的期限以及交通量、
建设质量等因素计算确定。

“我们已经开展了高速公路运营服
务评价试行工作，已经有高速公路不达
标了”，他表示，《条例》实施后，如果具体
挂钩办法获批，就意味着这样的高速公
路收费就会下降。但在日常考评中，并不
是发现问题就扣分，“而是有一个限期整

改的期限，如果整改好了，就不会扣分”。
高速公路服务质量的高低，公众也

有话语权。他表示，在考评办法中，社会
公众评价将占到一定比例，“这会让高速
公路公司更加注重公众的体验舒适性”。
但是高速公路的正常大中修，则不是考
评的指标，也就是说，高速公路不会因大
修造成的拥堵而降费。

收费站长期拥堵 迁建或改造

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管理局表
示，针对反响强烈的收费站拥堵问题，

《条例》还在借鉴江苏立法经验基础上，
规定了高速公路经营者采取应急管理措
施、迁建或改造收费站的缓堵保畅义务。

《条例》规定：高速公路经营者应当
设置和开启足够数量的收费车道。高速
公路收费站出入口排行车辆超过200米
或者匝道收费站出站车辆排行至主线车
道的，高速公路经营者应当采取增加收
费人员、增设相关设备等应急管理措施，
保证车辆通行畅通。收费站通行能力不
能满足通行需要且采取前款规定的应急
管理措施不能解决拥堵问题的，高速公

路经营者应当迁建或者改造收费站。
在服务区管理和服务方面，《条例》规

定：高速公路经营者负责高速公路服务区
日常管理及服务。高速公路服务区应当提
供如厕、停车、饮用水等免费服务，有条件
的还应当提供车辆加油、加水、维修和购
物、餐饮、住宿、医疗急救等经营性服务。

占用应急车道 只有三种情形可以

根据《条例》规定，“除执行抢险救援
等紧急任务的警车、消防车、救援车、救
护车以及从事高速公路管理、养护活动
的车辆外，其他车辆不得在非紧急情况
下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者停车。”

那么，哪种情形下私家车可以使用
应急车道？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相关
负责人表示，“只有在三种情形下，可以
临时占用：一是车辆发生事故或者故障，
无法继续行驶的；二是驾驶人突发疾病
的；三是突发危及行车安全的其他情形
的。这里强调的是‘突发’和‘危及行车安
全’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

《条例》还明确了高速公路上车辆行
驶规定。具体来说，同方向为两条行车道

的，左侧为小型客车道，右侧为客货车
道；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及大、中型载
客汽车可以借用小型客车道超车，超越
后应当及时驶回客货车道。

如果同方向是三条及以上行车道的，
情况则不一样了。这时候左侧第一条行车
道只允许小型客车通行，禁止其他车辆驶
入，但凡“违反车道行驶规定，占用小型客
车道行驶的”，或者“违反规定超车的”，公
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处以200元罚款。

治“天价拖车费”严惩霸王条款

为治理高速公路清障救援中“天价
拖车费”、强行拖车、强行指定维修场所
等乱象，《条例》规定高速公路清障救援
单位应当遵循安全、高效、就近的原则，
将障碍物或者故障车辆拖移至距事发地
最近的出口处或者与当事人商定的地
点，不得指定维修场所，不得擅自增加收
费项目、提高收费标准。

此外，《条例》还对货车超限超载治
理管控力度、高速公路公司服务内容及
水平等方面作出了相应的规定。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川航将采用静洁发动机
减少一半飞行排放

昨日川航与国际飞机发动机巨头
普惠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川航将选
择普惠公司静洁动力PW1100G-JM
发动机为其订购的24架A320neo飞机
提供动力，川航因此成为首家直接订
购静洁动力发动机的中国航空公司。
据了解，川航订购的A320neo飞机预
计于2017年交付第一架。

川航董事长李海鹰表示，普惠
静洁动力齿轮传动式涡扇发动机技
术可减少商用飞机的燃油消耗与二
氧化碳排放超过 16%，减少受法规
限制的排放超过 50%，并将飞机的
噪音缩小超过 75%。而配置了惠普
最新发动机的空 A320neo 系列飞
机，在配备空客最新的鲨鳍小翼后，
相比现款 A320，A320neo 能够降低
20%的燃油消耗。

“以 2014 年的燃油成本计算，
在使用全新发动机后，一台发动机
一年可以节约 500 万的燃油成本，
那么一架飞机便可节约 1000 万的
燃油成本。”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李越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此外在会上，记者了解到，成都
天府国际新机场将在 2019 年投入
使用，川航也将两场运营。川航相关
负责人表示，目前川航、国航西南分
公司、东航四川分公司已经获批在
天府国际新机场运营。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四川省高速公路条例下月实施

高速收费站经常拥堵应拆建或改造

位于环球中心的锦城公园因其良好
的环境一直广受赞誉，不过，昨日成都商
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环境卫生依然有
死角，存在管理不到位问题。

在锦城公园一号湖周边的大石边
上和丛草密集处，卫生死角和盲区较
多。记者在湖边查看，每隔数米就会发
现三五散落的纸片、塑料袋、水果皮、烟
蒂……而在枯叶绿草的映衬下，这些白
色垃圾很是显眼。草地与湖水间安置有
很多白色巨石，景观效果很好，可就在
石头旁边和下方，啤酒瓶、矿泉水瓶等
横七竖八地扔了很多，与周边的自然环
境很不协调。

不同于市区内的老公园，锦城公
园开阔又比较安静，很多人喜欢到湖
边散步、静坐。“但是在管理上存在着
短板。”附近居民黄先生，指着他身旁
的木椅和湖对面的路灯说。记者走近
发现，湖边木椅损坏现象严重。“有些

地方甚至还能看到裸露在外的钉子。”
黄先生说，来公园这边休闲的小孩和
老人比较多，如果一不小心，很有可能
就会被这些钉子伤到。黄先生还告诉
记者，因为他偶尔会沿湖夜跑，但是湖
对面的灯光较暗，行人来来往往很不
安全。“尤其是对于女孩而言，夜晚来
这儿不太安全。”

随后记者联系了公园管理方润锦城
实业有限公司，大约半小时之后，该公
司的三位相关负责人赶到现场。在看到
湖边的垃圾后，该公司一位负责人表
示，他们确有做得不到位之处，他当即
联系了保洁部门，要求马上清理。“前几
天我们就在处理公园内破损的木椅，现
在陆陆续续都在进行整改。”该公司一
位负责人告诉记者。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李秀明
实习生 沈彬彬 摄影记者 王勤

湖面漂纸屑 草地藏酒瓶
管理部门：立即整改
记者暗访公共场所不文明 相关部门表示将进一步加强监管

公共场所的环境好坏、文明与
否，关系着城市的面貌。为了对成
都市人流密集的公共场所的文明
情况、脏乱差行为进行监督，即日
起，成都商报记者将兵分几路，分
别对主城区各区多个公共场所进
行暗访，推出文明监督系列报道。

昨日，成都商报两路记者队
伍分别对高新区和成华区进行了
暗访，去到了公园、菜市场、各类
大型超市门前、街头巷尾、居民小
区等场所。记者发现，虽然大多场
所卫生、秩序较好，但仍有个别脏
乱差现象。对于个别公共场所的
管理缺位，相关管理部门纷纷做
出反应，整改的同时表示将进一
步加强监管。

昨日下午4点，记者暗访来到了成都
市成华区新华公园内。在公园内的人工湖
旁，记者发现，湖水水面的卫生并不到位，
湖面除了漂浮着落叶，湖心还漂浮着游人
丢落的白色塑料袋等垃圾，很是显眼。

对于湖面的清洁问题，记者联系
到新华公园相关负责人。他表示，湖面
垃圾将即刻清理，并从今日起加强对
园内清洁的监管力度。他告诉记者，公
园的湖面清洁一直由承包游船项目的
公司负责，他们每日都会用船只将湖
面各处清理一遍。但由于近几日经常
下雨，给湖面清洁造成了一些不便，导
致了湖面个别处清洁不彻底。不过，从
今日开始，公园管理方将加大力度监
督湖面及公园各处的清洁卫生等不文
明行为，做到杜绝脏乱差。

记者暗访来到成华区双华路上的
五冶宿舍小区，记者发现，39栋和40栋
楼中间的空地上原本是一块绿化带，

栽有五六棵树木，这块栽树的绿化地
上并排摆放着5个垃圾桶，是居民们专
门丢生活垃圾的地方。但由于许多市
民倒垃圾时没有完全倒入桶中，导致
垃圾桶旁的地面上也散落了不少垃
圾。此外，这块地上还堆放着一些建筑
垃圾，十余个装水泥的麻袋和一些碎
玻璃等，让空地更显凌乱。

对此，记者联系到了该片区所
属的双桥子街道办事处，其相关负
责人告诉记者，五冶宿舍小区有专
门的家委会进行管理。于是，记者又
来到位于小区内部的小区家委会，
其相关负责人对垃圾堆放的问题当
即表示，马上对其进行清理解决。他
告诉记者，小区的卫生承包给了专
门的清洁公司，家委会将即刻敦促
这一垃圾堆放区的清理，还将对整
个小区的清洁加大监督力度，还居
民一个整洁的环境。

湖水草地之间藏了不少垃圾湖面有垃圾 小区绿地变垃圾堆

日前，四川省食药监局发布《四川省
食品生产企业风险分级监督管理指导意
见（征求意见稿）》（下简称《意见》），其中
按照品种将食品分为极高风险、高风险、
中风险、低风险四类，婴幼儿配方乳粉、
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食品添加剂 4 类食品被划分在风险
极高的分类中，酱卤肉制品、熏烧烤肉制
品、熏煮香肠火腿制品、发酵肉制品及部
分乳制品、冷冻饮品、保健食品则被划在
高风险类。

据悉，食品风险等级越高，食药部门
对其生产企业的检查、抽查频率将相应
提高。对高风险企业每年监督检查 6 次
以上，监督抽查3次。

四川大学食品工程系赵志峰博士表
示，分类并非意味着食品本身风险很大，
而是根据食品的安全性来确定的。

据了解，本次对食品进行分类的主
要依据是，食品主要原料属性、食品配方
复杂程度、食用添加剂添加量、生产工艺
复杂程度、食品储存条件要求及保质期、

食用人群，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结果、社
会关注程度8个方面的因素。对此，赵志
峰博士表示，“分类不是说这类食品风险
很大，而是从食品安全性的角度来讲，就
是说生产加工这些食品对原料、生产加
工环节、品质要求较高。比如婴幼儿等特
殊人群体质比较敏感，对食品的要求很
高。风险偏高意味着食药部门会加强对
该类食品的监管，对生产企业从原料采
购到生产加工及流通环节要求更高。”

为什么卤肉、烤肉也进入高风险食

品名单？“中国对于肉制品加工的要求本
来就很严格，因为肉制品容易腐败变质，
一旦受到污染其危害是致命性的。而且
肉制品加工方法和手段存在安全隐患，
比如其中可能产生的亚硝酸盐有致癌
性，如摄入过量，安全隐患极大，3克以上
就可致命。此外，部分企业传统的腌制、
熏制等加工方式也容易产生强致癌物苯
并芘等有害物质。所以才会将其列在风
险极高的食品中。”赵志峰博士分析称。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春

省食药监局出台分级监督管理意见

婴幼儿奶粉等企业每年最少检查6次

成华区 高新区

救助羊水已破的孕妇
警车闯红灯护送

闯红灯、过双实线、逆行……21
日下午3点05分，在人民南路与林
荫街交叉路口处，成都市交警一分
局警务监控视频记录到了一辆武警
敞篷车的交通违法现象。记者经过
调查了解到，这原来是为了救助一
名羊水已破的孕妇。

羊水已破 情况危急

21 日下午 6 点，记者联系到了
该车辆的归属单位武警成都市支队
16 中队。据班长郭子浩介绍，当日
执行巡逻任务后回来的士兵，确实
向他提到过为救羊水已破孕妇，闯
红灯、逆行这件事，但由于赶着执行
任务，他们当时并没有时间了解当
事人的姓名，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
只是把他们安全送达医院。

“我的女儿坐在车上，羊水破
了，要赶往华西妇儿院，想请你们帮
个忙，开个道！”21日下午3点左右，
在天府立交处，武警士兵接到了一
位女士的求助。据武警士兵常明明
介绍，当时他们正在出任务，要赶往
美领馆附近与特警汇合，走到天府
立交处，遇上了大堵车。“赶快上车，
跟紧我们！”常明明说，了解清楚情况
后，他就向随车带队的副大队长关武
长汇报了这件事，考虑到当时堵车，
孕妇羊水又破了，情况十分危急，他
们决定以救人为先，把孕妇先送到华
西妇女儿童医院。

送面锦旗 当面感谢

24日下午3点，记者最终找到了
孕妇的丈夫蒋先生。据了解，蒋先生
家住华阳家乐福附近。“当时宫口开
得比较小，估计晚上才生。”21日凌
晨 5 点多时，蒋先生带妻子在华西
妇儿医院挂了急诊，并做了一系列
的检查。他解释说，又因为当时医院
人非常多，床位紧张，大约早上 10
点半左右，他就带妻子回到了家。

吃过午饭后，还没等到先兆性的
反应，羊水就破了。他说，这让他们感
到非常意外，本以为至少要等到肚子
疼或晚上的时候，再到医院去。“当时，
我立即拨打了120。”蒋先生说，医院
考虑到当时的交通比较堵，等到救
护车到达，再找到他们，还不如自己
开车送医院快。

令蒋先生没有想到的是，刚出
家门不久，他就在天府立交处遇上
大堵车。“羊水流得厉害，把后车座
都浸湿了，我当时急坏啦！”接着他
又拨打了110，请求交警帮助。但指
令从指挥中心传达到属地派出所，
需要一定时间。当属地派出所联系
到他时，他已经走了一段路程，再赶
上他又需要一段时间。

就在这时，蒋先生看到他们车
辆右侧，同样堵在路上的武警的车
辆。他的妈妈就向武警求助，最终在
武警的车开道，以及沿途交警的帮
助下，他们顺利到达医院。

“这次要多感谢武警同志，我正
准备做一面锦旗，当面谢谢他们
呢！”蒋先生说道。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张兴钊

11月24日，五冶宿舍小区，40栋附近空地上堆满各种垃圾

在新华公园内的人工湖旁在新华公园内的人工湖旁，，记者发现记者发现，，湖心漂浮着游人丢落湖心漂浮着游人丢落
的白色塑料袋等垃圾的白色塑料袋等垃圾，，很是显眼很是显眼。。在成华区双华路上的五冶宿在成华区双华路上的五冶宿
舍小区中舍小区中，，记者发现有一垃圾死角长期盘踞在小区中央记者发现有一垃圾死角长期盘踞在小区中央。。

新华公园管理方新华公园管理方：：将加大力度监督将加大力度监督，，做到杜绝脏乱差做到杜绝脏乱差。。

记者在锦城公园湖边看到记者在锦城公园湖边看到，，每隔数米就会发现三五散落的纸片每隔数米就会发现三五散落的纸片、、
塑料袋塑料袋、、水果皮水果皮、、烟蒂……而在枯叶绿草的映衬下烟蒂……而在枯叶绿草的映衬下，，这些白色垃圾很这些白色垃圾很
是显眼是显眼。。

公园管理方润锦城实业有限公司公园管理方润锦城实业有限公司：：确有做得不到位之处确有做得不到位之处，，马上清理马上清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