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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大道快速公交K5

2019年4月11日
星期四

在新津县新平镇太平场社区
里，黄怀安的名字已是无人不知无人
不晓。孩子们都亲切都称呼他为黄爷
爷。颜涵、陈佳佳、鲁心诚是黄怀安教

过的三个小学生。孩子们说，星期六
的培训课是上午9点至11点，上课时，黄
怀安会买水给大家喝，下课了会带他
们去买面包吃，还常常带他们去社区
道路捡垃圾，有时候黄怀安会买上东
西，带着他们去残疾人家里送爱心。

黄怀安一直默默无闻地付出，
长期用自己的退休工资贴补到“留
守儿童之家”，买纸、买笔、买颜料、
买胶卷等共计10万余元。妻子盛阿
姨之前一直在农村务农，没有固定
的收入。一家四口生活在不到80平
米的安置房里，过着拮据的日子。

2017年初的一天，黄怀安突感
身体异常不适，去医院查出是癌症
晚期。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
仍然没有停止教课。

在他重病期间，因为身体原因
不能亲自参与公益活动，但是依然
牵挂着孩子们，只要身体稍微好一
些，就会来到“留守儿童之家”，一
如既往地关心关爱青少年成长。生
病后的黄怀安，消瘦疲惫，难以支
撑。他艰难地告诉身边的人，自己
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有人能来接
替他照顾孩子们。

2018年6月11日晚，黄怀安病逝，
生前遗嘱，不设灵堂，不开追悼会。6月
12日早，黄怀安遗体进行了火化，骨灰
撒向了他热爱的这片土地。

致敬成都榜样
第五届成都市道德模范
特特 // 别别 // 报报 // 道道

道德模范先进事迹
助人为乐类

建“留守儿童之家”一生清贫为孩子

2003年，他创办了“留守儿
童之家”。15余年间，每逢周末、寒
暑假，他都会将那些留守在家的孩
子们组织起来，自己掏钱买颜料、
买笔，教他们画画、写字。他一家四
口却生活在不足80平米的安置房
里，过着拮据的日子。他就是黄怀
安，新津县新平镇一名普通的退休
工人、新平镇老年协会秘书长、第五
届成都市助人为乐道德模范。

2017年8月8日21时19分许，曹
洪像往常一样刚从现场巡视回到
办公室小憩，突然一阵剧烈的晃动
袭来。“地震了！”曹洪通过对讲机

通知各个岗亭的保安疏散宿舍和
办公室的加班人员。清点人数时，
距离5公里外的项目搅拌站电话始
终打不通，那里还有4名管理人员、
20多名罐车司机和工人。

“我和金元涛前去探一探路。
其余的人分成两组，一组重点监控
项目安全情况，一组搜救工地周围
的游客。”顾不上余震，曹洪叫上材
料负责人金元涛，带上手电筒，徒
步向搅拌站方向赶去。

一路上，游客、车辆不断增多，
曹洪见状，大声对游客喊道：“大家
不要慌，请往下走，那里有我们中建
三局的安置点，沿路有人指引！”然
而，一些伤者走动困难。于是，曹洪
和同事一起背着、抱着，将伤者送到
项目部旁空旷的林地。一次次冒着
余震的危险，曹洪一行先后5次不断
穿越飞石区搜救工地周围游客。

地震后短短几个小时，曹洪所
在的项目地和工地搅拌站累计安置
游客400多名，加上项目管理人员和
农民工，总计1000多人。

8月9日，一辆辆大巴载着救援
人员终于抵达，滞留的游客和农民
工排队登上大巴。曹洪带领员工将
项目现有的矿泉水、饼干等物资搬到
大巴上，叮嘱大家注意安全，平安回
家。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
佳佳 受访者供图

九寨沟地震 他带领千人安全撤离

2017年8月8日，一场地震，
让九寨沟霎时陷入恐慌！距离震
中20公里的他，第一时间组织项
目人员自救，带头5次穿越飞石
区，搜寻失联同事，救出受困游客
数百名。他就是第五届成都市助
人为乐道德模范、中建三局成都
公司九寨沟项目经理曹洪。

黄怀安生前辅导孩子们

曹洪（拿话筒者）

目前，成都公交集团已开通快速
公交K1（K1A）线、K2（K2A）线、K3线、
K11线，日均班次约1750班，日均客流
约30万人次。日月大道快速公交K5线
就是第5位新成员。

该线路将进一步方便文家场社
区、盐井小区、青羊工业总部基地、青
羊模具产业园、成都市妇女儿童医
院、青羊万达广场等区域乘客公交出
行。同时，K5线在金沙公交场站内可
换乘K1（K1A）线、K2（K2A）线、K11

线，快速到达二环路各区域及高新南
区各区域。此外，快速公交K5线将根
据客流情况考虑延伸至温江区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还了解
到，成都公交集团将依托二环高架快速
公交专用道及公交专用匝道，继续开行
二环快速公交支线。而成渝快速路改造
项目及沙西线快速路改造项目正在积
极建设中，完工后将开行成渝路快速公
交及沙西线快速公交。届时，成都市将
形成相对完善的快速公交体系。

成都绕城高速编号将由原
G4201调整为G4202，成都第二绕
城高速将由原G4202调整为SA2，
成都经济区环线高速（三绕）将由
原G4203调整为SA3……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10
日从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高管局
获悉，为进一步规范高速公路路
线命名编号，四川高速公路网命
名编号及里程桩号15日起开始
调整。

由于涉及各类标志12000余
块，将集中现场施工，以尽量减少
对社会公众出行的影响。预计今
年5月底实施到位，届时地图导航
类软件也将及时更新。

调整12000余块标志，
施工45天

记者了解到，本次调整的范
围为四川全省营运高速公路，包
括高速公路命名编号调整与里程
桩号调整两方面，主要涉及高速
公路（出）入口、命名编号、方向确
认、里程桩号等相关标志。

本次将调整各类标志12000
余块，其中编号标志1746块、出
口角标1718块、里程牌7693块、
方向确认标志903块。由于调整
涉及范围广，内容多，为尽量减
少对社会公众出行的影响，相关
高速公路将提前准备、集中现场
施工。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基
本就绪，计划于4月中旬启动现
场施工，5月底前实施到位，施工
时间约为45天。

施工路段临时交通管制

高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
次调整仅涉及命名编号的调整，
指路地名信息均未发生变化，公
众使用的电子导航暂未修改，导
航和高速公路标志上的地名信
息依旧可以使用。同时，与百度
地图、高德地图等进行密切对
接，实时更新网络地图数据，及
时为公众出行提供更加准确的
线路信息。

由于现场作业时，需占用应
急车道或主车道进行施工，相关
部门将对部分路段临时管制，并
全力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保障，
尽量避开车流高峰时段、缩短更
换时间，确保施工质量和指路标志
的准确性。广大司乘人员在途经施
工路段时，谨慎慢行，切勿超速违
规驾驶。同时，标志牌更换期间，可
能存在前后路段编号不一致的情
况，请以相关地名标识为准。

部分习惯路段编号将作调整

记者还了解到，根据交通运输
部《国家公路网里程桩号传递方
案》、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四川省高
速公路网路线命名和编号方案》等
相关编号规则，部分已被公众熟悉
的路段将作较大调整。比如：成都绕
城高速将由原G4201调整为G4202，
成都第二绕城高速将由原G4202调
整为SA2，成都经济区环线高速（三
绕）将由原G4203调整为SA3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当你路过日月大
道快速路，一定看到
了路中央崭新的快速
公交站台，大家都很
关心什么时候投用。
好消息来了！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10
日从成都公交集团获
悉，日月大道快速公
交K5线将于12日开
通试运行。记者来到
位于日月大道的武青
路口快速公交站，提
前为你打探一番。

明天发车

探
访

K5线起止点为金沙公交站-文
兴南路站。从金沙公交站发出后，经
清江中路、苏坡东路、日月大道、文家
大道、乐大公路、乐大路、精诚街、兴
业街，至终点站文兴南路站。返程从
文兴南路站发出，经文兴北路、文康
路、土龙路、兴业街后，沿原线返回至
金沙公交站。其中，苏坡立交桥西站、
武青路口站、光华北三路口站、同诚路
口站、导航路口站、文家路口站为路中
式站厅，其余站台均为常规地面站台。

在日月大道成都青羊万达广场
附近，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看到
路边有一个绿色的立柱，上面写着武
青路口站，这就是站厅标识。旁边有
一个地下过街通道，一面是电梯，一
面是楼梯。记者走到地下过街通道中

央，两侧都是进出站闸机，一边是进
城，标识为“往金沙公交站方向”；一
边是出城，标识为“往文家路口站方
向”。

闸机上方还有电子屏幕用中英
文滚动显示乘车信息，包括开往方
向、首末班时间、本站与下站站点名
称，以及下一班车预计到达时间、还
有几站。对于乘坐公交的乘客来说，
非常清晰方便。刷卡进闸机以后，需
要乘坐电梯或走步梯，来到日月大道
快速路中央的站台候车。站台两侧的
车道施划了黄线，表明是公交专用
道。成都公交集团快速公交车队队长
郭泳铄介绍说，这个公交专用道与二
环高架上一样，是全天候的，不允许
社会车辆驶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
到，目前K5线配备的是13~15台10米
长纯电动公交车。出收车时间为6：
30~21：30，平峰时12~15分钟一班车，
高峰期缩短到7~8分钟。据介绍，在
日月大道快速路上，快速公交运行效
率能达到普通公交的2倍。

K5全线设置20对站点，包括金
沙公交站、谢家祠站、二十一世纪花
园站、三环路苏坡立交桥东站、三环
路苏坡立交桥站、苏坡立交桥西站、
武青路口站、光华北三路口站、同诚
路口站、导航路口站、文家路口站、文

家大道南站、（返程单设：盐井小区南
站）、盐井小区站、乐大公路站、乐大
公路南站、精诚花园站、文家场口站、
（返程单设：新城花园站）、（返程单
设：康庄小区站）、（返程单设：文康路
东站）、文兴南路站。

至于大家关心的票价问题，记者
了解到，投币两元，刷卡使用电子钱
包和次数都是可以的。值得注意的
是，地面站台上车刷卡，无卡投币；路
中式站厅则要过闸机刷卡进站，进站
扣费，无卡投币，出站无需刷卡，自动
通行。

日月大道地下通道进站厅

乘
坐

常规站上车刷卡
快速站进站刷卡

换
乘

金沙公交场站内可换乘
K1（K1A）线、K2（K2A）线、K11线

因日月大道快速公交建成交付使
用，为方便乘客快速到达，成都公交集
团拟于12日起调整232路（万家湾公交
站-远景路北站），同时暂停33路（万
家湾公交站-成都卫校站）。232路从
万家湾公交站发出后，将调整经光华
南三路、光华北三路后回原线路行驶。
取消成飞大道光华东五路口站、凯德
风尚站、光华东三路光华北四路口站，
增设光华南三路站，返程不变。

此外，一批公交站点将配套迁移、
更名、增设。其中，“成都卫校站”（GPS
编号：50969、50970）更名为“文康路东
站”，涉及239、K5路；“成都卫校站”
（50215、50216）更名为“文兴南路站”，
涉及29路；出城方向“成温路武青大道
口站”向后迁移约130米左右，并更名
为“武青路口站”，涉及32、78、228、
210B路；增设进城方向“武青路口
站”，涉及32、78、228、267路；增设232

路出城方向“同诚路口站”；出城方向
“红碾村四组东站”向后迁移约100米
左右，并更名为“导航路口站”，涉及
232路；进城方向“红碾村四组东站”更
名为“导航路口站”，涉及232路；出城
方向“日月大道光华北一路口站”向后
迁移约100米左右，涉及32、78、210B、
228路；进城方向“日月大道光华北一
路口站”向后迁移约150米左右，涉及
32、78、228、267路；增设出城方向“光
华北三路口站”，涉及32、78、210B、
228路；出城方向“中坝六组站”向前迁
移约100米左右，涉及32、78、210B、228
路；“苏坡乡站”更名为“苏坡立交桥西
站”，涉及32、35、78、123、125、142、
1062、G28、夜间101路；同时，出城方
向“苏坡立交桥西站”向后迁移退约50
米左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摄影记者 陶轲

提
醒 12日起调整232路 暂停33路

四川高速公路网命名编号 15日起开始调整
换标志时部分路段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

序
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所处路段

成渝高速（川渝界-隆昌）段
内宜高速
宜水高速

成都绕城高速
仁沐新高速
雅康高速
成彭高速

成德绵高速
绵阳绕城高速南段

巴南高速（恩阳-东兴场）段
成温邛高速
邛名高速

遂广高速（红土地-武胜）段
遂广高速（武胜-金桥）段
遂渝高速（复兴-西宁）段

遂资眉高速（西宁-仁寿）段
遂资眉高速（满井-止戈）段

遂内高速
宜叙高速连接线

宜叙高速（绥庆-龙头）段
宜叙高速（龙头-双桥）段

遂回高速
遂渝高速（遂宁-西宁）段

内威荣高速
成都城北出口高速

自隆高速
乐自高速

乐雅高速乐峨连接线
叙古高速

成都第二绕城高速
成都经济区环线（简阳-蒲江）段

广陕广巴连接线
乐自高速公路乐山城区连接线

现有高速公路编号及命名

现有编号

G85
G85
G85

G4201
G4216
G4218
S105
S1
S40
S2
S8
S8
S18
S18
S11
S40
S40
S11

S2601
S26
S26
S11
S11
S20

XA45
S22
S66
S44
S26

G4202
G4203

空
S6601

现有名称

渝昆高速
渝昆高速
渝昆高速

成都绕城高速
成丽高速
雅康高速
成彭高速

成绵复线高速
绵阳绕城高速

成巴高速
成温邛高速
邛名高速
遂广高速
遂广高速

遂内高速（回遂段）
遂洪高速
遂洪高速
遂内高速

宜宾绕城高速
宜叙古高速
宜叙古高速

遂内高速（回遂段）
遂内高速（回遂段）

内威荣高速
成都城北出口高速

汉隆高速
乐自高速
乐汉高速
叙古高速

成都第二绕城高速
成都经济区环线高速

空
乐山绕城高速

调整后高速公路编号及命名

调整后编号

G85
G85
G85

G4202
G4216
G4218

S1
S1
S1
S1
S8
S8

G8515
S40
S40
S40
S40
S41
S41
S41
S80
S53
S53
S56
S57
S66
S66
S66
S80
SA2
SA3
SH
SL

调整后名称

银昆高速
银昆高速
银昆高速

成都绕城高速
蓉丽高速
雅叶高速
成万高速
成万高速
成万高速
成万高速
成名高速
成名高速
广泸高速
广洪高速
广洪高速
广洪高速
广洪高速

遂宜毕高速
遂宜毕高速
遂宜毕高速
古宜高速
茂遂高速
茂遂高速
内荣高速

成都城北出口高速
隆汉高速
隆汉高速
隆汉高速
古宜高速

成都第二绕城高速
成都经济区环线高速
广元绕城高速
乐山绕城高速

平峰时12~15分钟一班车，高峰时段缩短到7~8分钟

日月大道快速公交武青路口站

高速公路编号调整对照表
1月21日，成都市十七届人大

二次会议开幕的前一天，按照会议
安排，来自天府新区小组的市人大
代表们集中视察了成都市规划馆
和天府绿道建设情况。

从市规划馆到天府绿道规划
展示中心，从锦城绿道江家艺苑到
新都区毗河绿道音乐文创公园。一
路走，一路看，人大代表们为绿道
铺开点赞，也为民生关切建言。

成都市人大代表马胤毫不掩饰
地赞叹道：“以前不知道成都为何有
如此大的魅力，今天看到了市规划馆
之后，终于有了答案。”她认为，成都
以力度空前的手笔打造天府绿道，需
要很大的魄力和执行力。“绿道的效
益是长期的”，马胤建议，为了让市场
引领绿道的可持续发展，天府绿道未
来可以结合更多共享内容，植入共享
经济，打造更多消费空间。

成都市人大代表蒋平提出，希
望绿道在打造时能够结合传统文
化和天府文化，增设文化设施和新
场景，提升天府绿道的文化内涵，

“让天府绿道不仅成为能强身健
体、修身养性的好去处，还是文化
传承、文化教育的开放空间。”

生态环保、公共服务、消费升
级……一条条代表建议融入民生
关切，也让天府绿道的建设，融入
民心。“人大代表既当建言者，又当
落实人，在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建设
中凝聚了共识。”市人大常委会相
关负责人介绍，通过人代会审议总
规作出决议，以及组织动员各级人

大代表在美丽宜居公园城市建设
中充分发挥代表的主体作用，形成
了全市人民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
市的共同意志和自觉行动。

全市643名人大代表在审议时
代表市民建言献策，提出建设性意
见134条，其中，68条纳入总规落
实，63条纳入下层次规划落实。为
保护生态本底、筑牢生态屏障，全
市人大代表听取和审议全域增绿、
龙泉山城市森林公园建设推进情
况的报告；听取和审议天府绿道建
设推进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视
察，提出建议23条；为推动城乡环
境质量持续改善，听取和审议环境
状况及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
报告，督促抓好中央和省环保督察
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助力打赢污染
防治和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

在提建议的同时，市人大常委
会充分发挥监督的职能，给重大项
目的建设装上“助推器”。通过综合
检查、听取报告、分组评议、满意度
测评四个环节对承办代表建议的市
政府工作部门进行专项评议，督促
有关部门狠抓落实。制定两级人大
工作联动办法，建立市和区（市）县
人大联动监督机制，形成全市人大
监督合力。联合开展执法检查行动，
督促政府及相关部门依法落实责
任，推进问题解决。“推动政府有关
部门全面落实，拿出切实的工作成
效，来顺应市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市人大常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全市643名人大代表在审议时代表市民建言献策，提出建设性意见134
条，其中，68条纳入总规落实，63条纳入下层次规划落实。同时，市人大常委会
充分发挥监督职能，给重大项目建设装上“助推器”。通过综合检查、听取报
告、分组评议、满意度测评四个环节进行专项评议，督促有关部门狠抓落实。

逗硬
监督 专题视察提出23条建议

监督促进天府绿道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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