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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中午，两根500米长钢轨平稳顺利地
落在位于江油的成绵乐客专正线区间接轨点
上，标志着新建的西（安）成（都）客运专线四
川段，在江油火车站与既有的成绵乐客运专
线实现接轨。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作为川渝地区经
西安至北京的快速客运通道，西成客专将于
今年年底正式开通运营，届时成都市民乘坐
动车组到达西安最快只需三个小时，从成都
到北京的旅行时间也将缩短至8小时左右。

快速通道
我国首条穿越秦岭的快速铁路

西成客专，即西安至成都客运专线，

北起西安，向南穿越秦岭后经汉中，进入
四川省广元市，向南接入既有的成绵乐铁
路客运专线江油站后，经绵阳、德阳抵达
成都。

作为我国最复杂的具有山区特点的快速
铁路客运专线，西成客专不仅穿越了四川“5·
12”汶川地震影响带，同时也是我国首条穿越
大巴山脉和秦岭的快速铁路。其中四川段正
线设置有桥梁 76 座约 42 公里，隧道 36 座约
93公里，桥隧比占全线百分之八十以上，速度
目标值250公里/小时。

其中四川段北起广元朝天区川陕省
界，南至绵阳江油市，全长 165 公里，设有
广元站、剑门关站、青川站、江油北站 4 座
车站。

蜀道不难
完善四川和西南地区路网能力

昨日，在历经5个多月的奋战后，西成客
专四川段与成绵乐客专的接轨工作终于在江
油车站顺利完成。

于2015年底开通的成绵乐客专，率先打
通了成都至江油段的城际客运通道。由于其
高铁动车的速度效应，极大地方便了成都，德
阳，绵阳，江油一线的百姓出行。

成绵乐客专接轨西成客专后，不仅从“打通
蜀道难题”的角度完善了四川省乃至西南地区的
路网能力，更增强了四川成都及周边卫星城市与
北京，郑州，武汉，西安等大中型城市间的联系，进
一步促进和拉动了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对
带动山区城镇脱贫致富也具有重要意义。

未来计划
连接郑西客专、京广客专后直达北京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西成客专在江油
站与成绵乐客专接轨后，还将与沪汉蓉客专
相连直达上海、与成贵及贵广高铁相连直达
广州。向北则将在西安与郑西客专、京广客专
相连后直达北京。

据西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西成客专
线上工程正有序推进，相关站房，轨道，信号，
供电设施建设已基本成型。铺轨轨道焊接锁
定于2017年4月30日完成，轨道精调于2017
年5月20日完成。

今年下半年，西成客专就将正式开通
运营。届时，成都市民乘坐动车组到达西安
最快只需三个小时，从成都到北京的旅行
时间也将缩短至8小时左右。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黑臭水体治理有没到位
市区政协将明察暗访

即日起到 6 月，成都市政协将与
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高新、龙
泉驿、新都、郫都等9个区（以下简称

“九区”）政协联动，聚焦黑臭水体治理
开展民主监督。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市区政协
联动助推黑臭水体治理民主监督工作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次民主监督活
动的主要任务是对成都市城市建成区
（绕城高速以内）44 条河流、53 段、
144.6 公里黑臭水体治理推进情况开
展民主监督，并收集治理推进中的困
难问题，积极宣传全市黑臭水体治理
成效、提高群众满意度。成都市政协将
收集治理推进中的困难问题，组织政
协委员以提案等形式反映，争取支持。
成都市政协秘书长颜安介绍，黑臭水
体治理民主监督活动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即日起至 4 月底，
组织到具体点位明察暗访、调研摸底。

第二阶段是开展集中监督性视
察，市政协主席会议成员分别带队到
锦江、青羊、金牛、武侯、成华、高新、龙
泉驿、新都、郫都等9个区开展集中视
察，听取当地党委（或政府）领导介绍
治理情况，随机选点实地察看，组织座
谈询问，提出意见、批评、建议。

第三阶段是召开协商式监督专题
座谈会，依据前期调研视察情况，与市
级职能部门和区（市）县党委政府面对
面协商，协助解决问题和改进黑臭水
体治理工作。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耳朵嗡嗡响，像蝉鸣声，别人说话
总是听不清，这可能是耳鸣耳聋疾病
找上你了。据统计，我国 50 岁以上人
群中，近30%都深受耳鸣耳聋、听力损
失的困扰。很多人对耳鸣耳聋疾病没
有引起重视，或者因为治疗效果不好，
逐渐失去了信心。

耳科专家李善校介绍，并不是要
完全听不见，才叫耳聋！听力下降开始
时往往表现为对门铃声、电话铃声等
高频声响不敏感。耳鸣和听力下降如
不及时治疗，往往会形成恶性循环。除
了影响生活质量和正常社交，耳鸣和
听力下降还可能导致抑郁、暴躁和老
年痴呆症，甚至完全耳聋。中西结合立
体治疗耳聋耳鸣，是目前较好的方法。
运用熏蒸、调穴等中医特色手段调理
机体平衡，再结合光波理疗方式，改善
耳部血液循环，极大限度地改善耳神
经和听力。

即日起至 4 月 4 日，为关爱中老
年人耳聋耳鸣、听力问题，四川名医
健康热线联合专业机构开展“2017
爱耳工程”诊疗活动，每天发放 10
个耳鸣耳聋专家号，可享受耳内镜
免费检查，以及汉草熏蒸、光波等中
西结合特色治疗半价体验。名额有
限，报名从速！

四川名医健康热线
028-69982575

华西医院
看病无卡
也可预约

要想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挂号看病，
但是没有就诊卡无法预约挂号，一直是许
多患者、尤其是身在外地的患者的烦心事。
现在，华西医院官方APP（华医通）开通“无
卡”预约功能，注册登录后，只需要有效身
份证号，即可注册申请虚拟就诊卡，实现预
约挂号。

“每年外地患者的就诊量占全部就
诊量的 10%左右，数量还是很大。”川大
华西医院门诊部副主任袁璐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由于川内本地患者可以现场
办卡或是通过川内部分建设银行、工商
银行、邮政储蓄银行办理华西医院银医
卡，挂号就诊不是特别困难。但外地患
者没有就诊卡，挂号难的问题比较突
出，尽管医院开通了绿色通道，但缓解
效果并不明显。

现在，在手机软件应用商店或是华
医通微信公众号下载华西医院官方 APP
（华医通），进入个人中心，点击就诊卡
绑定，找到无卡注册，按照界面提示需
要填写办卡人（就诊人）的真实、正确信
息，例如姓名、手机号、身份证号、地址、
与就诊人关系等，特别提醒，务必保证
所填写的信息真实有效、准确无误，避
免影响看诊。

办卡成功后，虚拟卡将自动绑定到
APP就诊卡列表，然后就可以通过这张线上
注册的虚拟就诊卡进行预约挂号、便民门
诊、网络门诊看诊等服务了。

同时，虚拟就诊卡并不意味着真正
“无卡”，在就诊当天或之前，用户必须持
本人身份证到办卡窗口或是自助机设备
办理实物就诊卡，虚拟就诊卡的挂号信息
会得到保留，可直接报到就诊。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1人被撞倒地 3人被撞进水池
29日下午3点半左右，一辆白色轿车从四川大学东门驶进校

园，校门距离荷花池仅有数百米，前方的荷花池畔树上花朵正盛，
有许多人在池边散步、晒太阳。车辆开到荷花池不远处时突然加
速，径直撞上了约10多厘米高的台阶，不见减速，又开了10米左右，
撞破荷花池的石头护栏，开进了荷花池内。飞快的速度，让台阶上
的人群躲闪不及，一人先被撞倒在地，3人被撞进了荷花池内。

成都商报记者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数百名学生和附近居民正在现
场围观。记者看到，冲进荷花池的汽车仍在池中，是一辆川A牌照的白
色中型越野车，车身的三分之一淹在水中，车头部位损坏的严重。

目击者：学生和路人跳水救人
“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没有转弯也没有刹车，直接就冲进去

了。”据在现场执勤的四川大学保卫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车祸具
体发生时间为下午3点27分。该车在冲下池塘的同时，撞毁了池塘
边的石桌、石椅以及石护栏。

由于荷花池旁边的行人很多，越野车在冲进池塘的同时，还撞伤
了4位市民，其中一人伤势较重。救护车很快赶到现场，并将伤者接走。

川大大四学生小唐是现场目击者，“当时轰的一声，司机下来
之后头上还流着血，看上去60多岁。”目击者袁先生也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当他赶到时，车已经在水里了，马上就有学生和路人跳进
水里救人。

西成客专接轨成绵乐
成都跑西安：3小时

昨天，成都商报记者在成
都市第七人民医院骨科见到
了2名伤者，分别是82岁的老
人何婆婆和照顾她的侄女、50
多岁的何女士。

据何女士回忆，当时，她
正推着坐在轮椅上的何婆婆
在荷花池边晒太阳，一辆轿车
突然向她们冲过来，车速非常
快，车撞击到栏杆的同时也将
她们带进了池内，随后的事就
记不大清了。据何婆婆的家属
说，何女士目前双腿受伤，正
在拍片检查，而何婆婆的双手

有擦伤。记者注意到，病床上
的何婆婆睁着眼睛，并没有失
去意识。

4名伤者中有一位是当时
正在拍摄婚纱照的摄影师。记
者在住院部找到了这位伤者，
伤者朋友张女士（化名）告诉
记者，当时他们正在工作，气
氛很欢乐，就在自己转身找东
西的瞬间，肇事车辆飞快地开
过来，张女士被一股很大的撞
击力推开，所幸没有受伤。而
30 多岁伤者则被正面撞倒在
地，面部出血，然后车辆又撞

上栏杆将其他3人撞进了荷花
池内。“现在是面部的伤，面目
有骨折。”张女士说。

而伤情最严重的是一位
60多岁的男性，据家属余女士
说，医生说伤者锁骨骨折、第
二根肋骨骨折，脚粉碎性骨
折，并有气胸和怀疑肝脏、脾
脏有出血的症状，等待确诊，
目前意识清醒，正在重症监护
室进一步检查。事发时，伤者
带着相机，是去川大拍照的。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王拓

摄影记者 张直 王红强

下午 5 点左右，记者来到
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第
一分局，肇事司机正在事故预
防处理大队办公室做笔录。晚
上8点左右，肇事司机做完笔
录，随后和朋友一起到附近医

院检查头部伤势。
据了解，肇事司机60岁左

右，是四川大学退休教师。29日下
午，肇事司机驾车外出之后回川
大望江校区。当车辆行至校内荷
花池附近时，肇事司机侧身拿东

西，没有看到前路，随后冲上池边
的台阶。由于冲上台阶的同时车
辆剧烈抖动，所有没有踩准刹车，
导致撞伤路人、冲下池塘。

目前，该事故正在进一步
处理之中。

清明期间
乐山大佛-峨眉山景区
将实行交通管制

成都商报讯（记者 严丹）成都商
报记者从四川省交通运输厅获悉，为
应对可能出现交通高峰期，清明小长
假期间乐山大佛、峨眉山景区将实行
交通管制措施。

记者了解到，在乐山大佛景区，九
峰路（大石桥至东风桥）半封闭打围施
工，车辆半幅通行。每日8：30时至17：
30 时，凌云路（大佛牌坊至大石桥路
口）实行单向通行交通管理；对明月公
墓周边道路视道路通行情况实行临时
交通管制。预计节日期间岷江一号桥
车流量将增大，桥面通行能力有限易
堵，视道路通行情况对岷江一号桥东
端路口实行交通管制，进入景区车辆
绕行龙泓路，进出城车辆绕行岷江二
桥、三桥。

在峨眉山景区，4 月 3 日凌晨 5：
30，黄湾门禁系统实行交通管制，禁止
自驾车辆驶入黄湾以上景区道路。4
月2日、4日，峨眉山景区交警大队将
根据景区内道路实际情况，在黄湾门
禁系统适时实施交通管制。峨眉山景
区零公里以上道路 24 小时实行交通
管制，禁止自驾车辆驶入零公里以上
景区道路。峨眉山景区道路弯多坡陡，
路面狭窄，景区内停车位有限，建议游
客换乘景区观光车上山游览。

低头拿东西
抬头进水池

29日下午3点半左右，四川大学望江校区内发生一起车祸，一
辆汽车开上路边台阶、撞毁石栏后，直接冲进了校内的荷花池，同
时，还撞到4位路人，其中3人被撞进了荷花池内，一位伤者受伤情
况严重。事发后，伤者被路人、学生、学校保安迅速救起，急救人员随
即将他们送往医院救治。肇事司机也被交警一分队带走接受调查。

据了解，肇事司机60岁左右，是四川大学退
休教师，头部轻伤。另有4名路人受伤，其中一位
伤势严重。

没看路 车上了台阶踩不准刹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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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正在拍婚纱照 气氛很欢乐

好消息！
耳聋耳鸣新疗法
半价体验了

司机大意 轿车撞飞4人冲进川大荷花池

当车辆行至校内荷花池附近时，肇事司机侧身
拿东西，没看到前路，随后冲上池边的台阶。由于车
辆剧烈抖动，所有没有踩准刹车……

29日，四川大学望江校区。一辆白色越野车撞毁石栏后直接冲进校内的荷花池，导致多人受伤

吊车正在打捞冲进荷花池里的白色越野车

西成客专与成绵乐客专昨日正式接轨。图据西成铁路客运专线四川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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