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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昨日获悉，中国
完全自主研发的大型灭火/水上救
援水陆两栖飞机蛟龙600（AG600）
计划24日在珠海进行陆上首飞。

据介绍，蛟龙600与运20运输
机、C919客机一起并称“中国大
飞机三剑客”，如果蛟龙600在24
日如期首飞，将意味着这“大飞机
三剑客”在今年内就会完全聚齐。

蛟龙600是在水轰-5的基础
上研制并改进的综合救援飞机，
也是当今世界上在审的最大水陆
两栖飞机。从外观来看，其机身下
半部分是船体，机身上部拥有常
规的飞机气动布局。飞机大小与
A320相差不多，机身长37米、翼展
达38.8米，最大巡航速度为500公

里/小时，最大航时12小时，最大
航程4500公里，由4台国产发动机
提供动力。蛟龙600身上有诸多的
成都元素,飞机机头是成飞民机制
造,“耳朵”和“眼睛”——通信导航
系统是由总部设在成都的中电科
航空电子有限公司承担研制。

蛟龙600是国家应急救援体
系建设急需的重大航空装备。在
执行森林灭火任务时，可在20秒
内汲水12000千克，并在水源与火
场之间多次往返。在执行水上救
援任务时，可在水面停泊实施救
援，一次最多可救护50人。同时还
可加装设备和设施，以实现海洋
环境监测、资源探测、客货运输等
任务需要。成都商报记者 刘久林

据成都轨道集团介绍，本
次新推出的优惠政策将保持
原有优惠政策不变，同时针对
长距离、高频次持天府通卡或
天府通公司提供的其他电子
支付方式乘坐地铁的乘客执
行地铁票价累计分段优惠。

具体为：每自然月内，乘
客持天府通卡或天府通公司
提供的其他电子支付方式乘

地铁，实际消费累计金额未超
过200元时，给予基本票价9折
优惠；超过200元之后，自下一
次乘车时起，给予基本票价6
折优惠。但需要市民注意的
是，当该月实际消费累计金额
超过400元之后，自下一次乘
车时起，恢复基本票价9折优
惠。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乘地
铁消费累计金额将会在月底

清零，次月重新累计。
此外，其他原有优惠政

策将继续实施，持天府通卡
在地铁每月乘车消费累计金
额未超过200元的乘客，仍享
受天府通卡9折优惠。

据成都轨道集团介绍，
本次成都地铁长距离高频次
乘车票价优惠的实施，由天
府通公司提供技术支持。

问：对于乘坐距离较短
的乘客是否有优惠？

答：持天府通卡在地铁
每月乘车消费累计金额未超
过200元的乘客，仍能够享受
天府通卡9折优惠。

问：我怎样参与领卡活
动？需要带什么材料？

答：用户参与活动可通
过线上预约办理和现场直接
办理两种方式。

1. 现场直接办理
出示身份证和旧版天府

通卡，由客服人员引导完成
注册、查询、预约后，在领卡
窗口排队办理。

2. 线上预约办理
（1）可以通过天府通官

网（www.cdtft.cn），或关注天
府通微信公众号。

（2）输入天府通卡面8位
卡号查询是否具备领卡资格。

（3）在线预约业务办理
网点与办理时间。

（4）前往预约网点出示
身份证和旧版天府通卡，客
服人员核验后现场办理。

问：老年卡的电子钱包
是否享受本次地铁票价累计
分段优惠？

答：不能。因为老年卡每
月已有75次免费次数，可在非
高峰期时段乘坐地铁，故其电
子钱包不再享受本次地铁长
距离高频次乘车票价优惠，但
仍可享受票价9折优惠。

问：我每月乘坐地铁次数
不多，消费不足200元，是否有
必要换天府通2018版新卡？

答：没有必要。如果您每
月乘坐次数不多，消费金额
不超过200元，也就不能享受
6折优惠，则无需换卡。原卡
可继续使用，享受地铁票价9
折优惠。

问：旧卡坏了，是否可以
参加免费领卡活动？

答：如卡面卡号完整可
辨识，确认具备领卡资格后
即可参加免费领卡活动。如
卡面卡号已磨损无法辨识，
会因为无法读取卡号而不能
确认您是否具备领卡资格，
便不能参加免费领卡活动。

超400元后下次起恢复9折 享受新优惠须办新卡

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
向四川省反馈督察情况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轨道交通集团
获悉，为促进市民绿色出行，在科学吸纳乘客
意见、充分考虑地铁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成
都地铁针对长距离、高频次乘坐地铁的乘客推
出地铁票价累计分段优惠。记者了解到，该优
惠政策将于2018年1月1日正式实施。

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天
府通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了解到，因2018版天府通新
卡才具备地铁票价累计分段
优惠功能，所以用户须换卡
才可享受长距离、高频次优
惠政策。

据介绍，自2017年12月1
日起，持单张旧版天府通卡，
任一自然月内在地铁乘车累

计消费超200元的用户，即可
在次月免费领取一张天府通
2018版新卡。同时，旧版天府
通卡仍可正常使用，并享受
地铁9折优惠。

2018年1月1日起，天府
通33个客服网点将同时开始
办理领卡服务，办理时间每
天09:00-20:00。除现场申领
外，还可在天府通的官网、微

信公众号在线查询并预约领
卡时间和网点。

2018年，天府通公司还将
逐步推出包括基于NFC手机
支付、二维码扫码乘车的其他
电子支付方式。届时使用以上
服务的乘客，可直接享受地铁
长距离、高频次乘车票价优
惠，具体实施时间以天府通公
司后续公告为准。

消费不足消费不足200200元仍打元仍打99折折，，超出部分优惠加大超出部分优惠加大

新优惠须换卡 持旧卡月消费超持旧卡月消费超200200元元，，次月可免费换领新卡次月可免费换领新卡

机头、通信导航系统成都造

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
计划本周日首飞

联合国大会21日以压倒性多数
通过一项决议，认定任何宣称改变耶
路撒冷地位的决定和行动“无效”。

联合国大会当天召开紧急特
别会议，就有关耶路撒冷地位问
题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表决，以
128票赞成、9票反对、35票弃权的

结果通过决议。决议要求以色列
和巴勒斯坦通过谈判决定耶路撒
冷的地位。包括除美国以外其他4
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内的128
个国家投了赞成票，美国、以色列
等9个国家投了反对票。

美国总统特朗普6日宣布承认

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启动
美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
撒冷的进程。此举遭国际社会普遍
反对。国际社会普遍不承认以色列
对耶路撒冷拥有主权，很多和以色
列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把使馆设在
特拉维夫而非耶路撒冷。据新华社

联大决议：任何改变耶路撒冷地位决定“无效”

持天府通卡
坐公交绕城内免费、坐地铁八折 02

月持卡消费超200元
下次乘车起打6折

明年元旦起，成都
地铁实施票价累计
分段优惠——

四川日报讯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督察的重要决策
部署，2017年8月7日至9月7日，中央第
五环境保护督察组对四川省开展环境
保护督察，并形成督察意见。经党中
央、国务院批准，督察组于2017年12月
22日向四川省委、省政府进行反馈。督
察组组长朱之鑫通报督察意见，省委
书记王东明作表态发言。省委副书记、
省长尹力主持反馈会，省政协主席柯
尊平、督察组副组长刘华、省委副书记
邓小刚参加。

督察认为，2013年以来，四川省
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生态文明建设思想和对四川工作的
重要指示，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生
态环境保护决策部署，立足筑牢长江
上游生态屏障，围绕加快建设“美丽繁
荣和谐四川”，不断推进环境保护工
作。出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施方案
等14个改革方案，颁布实施19部地方

性法规，初步建立起生态文明建设制
度体系。取消58个重点生态功能区县
和生态脆弱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
GDP考核，把发展重点放到提升质量
和效益上，积极培育高端现代产业，持
续用力转方式、调结构，2016年第三产
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经济结构
实现历史性转变。

积极开展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
点，建成各类自然保护区167个、风景
名胜区90个。2016年9月，在全国率先
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19.7万平方
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40.6%。坚持“小
规模、组团式、微田园、生态化”，扎实
推进山水林田湖草的系统治理。

成立由省长任组长的污染防治
“三大战役”领导小组，以成都平原、川
南、川东北城市群为重点打响蓝天保
卫战，2016年全省可吸入颗粒物年均
浓度比2013年下降12%，2017年1月至
7月颗粒物、细颗粒物实现双下降。以

岷江、沱江和嘉陵江流域为重点打响
碧水保卫战，10个出川断面均达到国
家考核标准。打响净土保卫战，土壤环
境质量总体平稳。在全国率先实现省
级环保督察全覆盖，推动解决一大批
环境问题。

四川省高度重视中央环保督察，严
查严处群众投诉环境案件并向社会公
开。截至2017年10月31日，督察组交办
的8966件环境问题举报已全部办结，其
中，责令整改9473家，立案处罚2268家，
罚款4935万元，立案侦查72件，拘留48
人，约谈1294人，问责1293人。

督察指出，四川省是长江上游重
要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发展与保
护任务繁重。全省生态环境质量虽然
有所改善，但与中央要求和群众期盼
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存在的主要问
题有：

一是一些地方和部门生态环境保
护责任落实不到位。督察感到，四川省

一些地方和部门对中央生态文明建设
和环境保护决策部署认识不深刻、不全
面，对改善环境质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重视不够，发展与保护不同步、不协调。
自贡市委、市政府环境保护重点工作推
进不力，2016年未完成PM10、PM2.5、
优良天数考核目标，2017年上半年二氧
化硫、二氧化氮平均浓度分别同比上升
32.5%、20.8%，增幅居全省前列；水质
达标率从2013年的50%下降到2016年
的11.1%，Ⅳ和Ⅴ类水质断面比例从
2013年的10%上升到2016年的77.8%。

达州市委、市政府对环保工作研
究不多，重视不够。市政府2014年至
2016年连续3年将第二污水处理厂建
设列为年度重点任务，但截至督察时
仍未建成，每天约3万吨生活污水未经
处理直排河流；2016年中心城区二氧
化氮、PM10年均浓度分别比2013年上
升41.4%、22.9%，全市147家砖瓦企业
仅1家建有脱硫设施。 紧转03版

五问成都地铁票价新优惠

成都商报记者 尹沁彤 制图 张念

成都商报讯（记者 赵雨欣）
记者昨日从省教育考试院获悉，
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将于12月23日~25日进行。我省参
考总人数110023名，共设考点38
个，考场3600个。省招考委派出了
巡考组，全程监督检查考试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标准化考场
的监控视频录像将全部回放，在

回放过程中查实的违规行为，将
按相关规定进行处罚。按照安排，
我省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评卷
工作将从12月27日开始，2018年2
月4日由招生单位通知考生成绩，
对成绩有异议的考生请于2月5日
联系招生单位申请登记查分，复
试工作将在4月进行，录取工作预
计在5月底完成。

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今日开考 四川11万余人参考

24日起成都启动
重污染橙色预警，
除限行措施外——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
鹏）冬至如约到，阳生春又来。信
守一年前的约定，昨晚，市委副书
记、市长罗强再次与网友和市民
代表相聚于高新区蓉创茶馆，就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面对面座谈，
共同回顾这一年来，全市干部群
众共同努力达成的“小目标”；直
面问题、坦诚交流，科学理性探讨
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的长期性、艰
巨性和复杂性；进一步坚定信心、
凝聚共识，齐心协力打好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持久战。

明亮闲适的茶馆内，盖碗茶
与木椅相得益彰，映衬出“共建美
好家园，共治环境污染，共享蓝天
白云”的背景主题。晚上6点50分，
罗强提前来到这里，与陆续前来
的网友和市民代表一一握手致
谢，并与大家一同观看《成都市

2017年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纪实》
汇报片。结合广大市民和网友关
心的问题，罗强对我市今年实施

“三大战役”特别是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情况作了介绍。他说，在党中
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的亲切关
怀和坚强领导下，结合市民、网友
去年座谈时提出的意见建议，市
委、市政府制定出台“三治一增”、
大气污染防治“650工程”等系列
政策措施，相关市级部门、各区
（市）县干部职工辛勤付出，截至
12月20日，我市年度空气质量优
良天数达235天，是自2013年国家
实施新空气质量评价标准以来的
最好一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广
大市民真正爱护我们的家园、关
心生态环境，身体力行选择绿色
低碳生活方式，“为大家点赞！”

下转03版

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
罗强再次与网友和市民代表就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面对面座谈

本报讯（成都日报记者 黄
鹏）昨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罗强
主持召开第94次市长办公会，传
达贯彻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
督察四川省情况反馈会精神，研
究部署我市整改落实工作。

会议强调，要全面贯彻党的
十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
固树立绿色发展理念，严格落实
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四
川省情况反馈会精神，按照省委、
省政府和市委部署要求，大力推
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环境保护工
作，坚决打好污染防治“三大战
役”，用环境质量改善的良好成果
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会议要求，一要继续高度重
视，防止思想松懈。要不断增强环
境保护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和

使命感，高度重视督察组反馈的
问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环境问
题，切实增强做好生态文明建设
和环境保护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
动自觉。二要迅速推进整改，防止
问题反弹。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环
保督察发现的问题立即形成整改
清单，分类施策、精准发力，逐项
研究解决，同时着眼长远，建立长
效机制，认真开展“回头看”，坚决
防止问题复发。三要巩固成果，防
止短期效应。要以此次中央环保
督察反馈会为契机，加快完善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制度体
系、能源体系、产业体系、城市体
系、碳汇能力体系和消费体系，实
现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持
续抓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

“三大战役”。 紧转03版

坚决抓好中央环保督察
反馈意见整改落实

市政府召开会议传达贯彻中央第五环境保护督
察组督察四川省情况反馈会精神 罗强主持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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