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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开一公里 晾了一个半月
市民恼火：这烂路何时修好？
项目管理人员：在做治理，工程延期手续还在办，下周工程就会完工

随着成贵高铁四川段联调联试展开，成都坐高铁到宜
宾的日子进入倒计时！该线正式开通后，宜宾将迎来动车
时代，从成都到宜宾的铁路旅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6个
多小时缩短至1个多小时。

今天，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将“抢鲜”乘坐正在运
行试验的动车组，并通过直播向用户们第一时间汇报试乘
体验。

成贵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中兰（西）广
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全长632公里，设计时速为
250km。其中成都东站至乐山站区段，也就是成都市民熟
悉的成绵乐城际铁路南段，已于2014年12月正式投入运
营。而如今新建的线路将继续南下，从乐山站引出后，经犍
为县、宜宾市、长宁县、兴文县，随后出川，再贯穿云贵两
省，直达贵阳，经过区域山峰林立、沟壑纵横。

记者了解到，成贵高铁贵阳段已完成铺轨作业，根据
工期安排，成贵高铁有望在今年内拉通运营。届时，成都与
贵阳的路程也有望缩短至3小时。

此后，成贵高铁还可通过贵阳连接贵广高速铁路，成
都至广州即可实现全线高铁。更加值得期待的是，广深港
高铁已开通运营，成贵高铁建成后，也将实现成都开行动
车到达东方之珠——香港。

记者今日将试乘已进入开通倒计时的成贵高铁四川
段。新线新车新站，到底长什么样？运行是否平稳？车上有
哪些新设施？成都到宜宾到底要多久？记者都将通过直播
平台向大家一一介绍。同时铁路部门相关负责人也将在直
播中实时答疑，回应大家关心的问题。

直播将于今日上午9:45开始，可在红星新闻客户端、
成都商报微博、新浪、头条、百家号、北京时间、网易收看，
期待大家届时关注并踊跃提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尹沁彤 摄影记者 张直

4月11日，由成都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市教育局、
团市委联合主办的“新时代好少年 红领巾志愿行”活动在
彭州市群艺馆广场举行。活动为成都博物馆、成都市青羊
区少城街道宽巷子社区居委会等首批成都市红领巾志愿
服务试点基地授牌，并发布了成都市未成年人志愿服务社
会实践信息平台。据悉，成都今年将以红领巾志愿服务试
点基地为阵地，依托未成年人志愿服务社会实践信息平
台，以“线下+线上”的联动模式，全面推动成都市青少年志
愿服务社会实践活动。

据介绍，成都市未成年人志愿服务社会实践信息平
台，全市青少年可通过平台注册个人账号，平台会记录每
一位青少年志愿者参加志愿活动的时长，累积志愿服务时
长可兑换积分，积分可以兑换奖品，以此进一步激励青少
年参与志愿服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引导青少年
树立志愿服务精神。

接下来，主办方将在全市打造“四小行动”品牌（红领
巾小智愿行动、红领巾小传人行动、红领巾小主人行动、红
领巾小伙伴行动），丰富完善红领巾志愿服务项目库。同
时，依托成都市未成年人（红领巾）志愿服务平台及红领巾
校外活动阵地，建立“少先队员+少先队辅导员”志愿服务
模式，开发未成年人志愿服务岗位，参与城市建设、社区治
理，提升全市志愿水平。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陈兴隆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094期开奖结果：088，直选：
5359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7580注，每注奖金
346元。（13922871.6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094期开奖结果：08874，一
等奖23注，每注奖金10万元。（235910889.06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6月10日)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19094期开
奖结果：891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19041
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26 13 02 24 09 23 蓝色
球号码：16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体彩

兑彩票

4月11日晚，锦江区人民政府主办的“迎风聆听·顺风
而为——聚焦基础教育，推动区域教育高品质发展”区长
咖啡活动在成都市盐道街小学盐道校区举行。锦江区政府
邀请了专家学者，以及锦江学校管理者代表一起，就锦江
教育国际化等中心议题，建言献策，畅所欲言。

王乾区长在活动一开始就表示，希望听到大家对锦江
教育的思考和真话，因此，现场大家更多是提出锦江教育
存在的一些问题和难点，并且给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代表们普遍认同锦江教育之前取得的成绩，但认为，还是
有一些可以提升的方面，并给出一些可行的办法。比如，区
上能不能设立“教研基金”，撬动全区教师的工作活力。比
如，锦江虽然是最先落实“每天一节体育课”的片区，但是，
锦江学生包括睡眠时间在内的体质方面的数据，却低于全
市标准，建议增加生均辅助用房和场馆面积的投入。至于
教育国际化方面，有人建议可到海外建立卫星学校，比如

“盐道街小学洛杉矶分校”，实现深度交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樊英

坐高铁去宜宾
进入倒计时！
成贵高铁四川段开通在即
今天记者带你“抢鲜”坐

锦江教育如何更国际化？
区长请来专家代表喝咖啡

成都市发布未成年人
志愿服务社会实践信息平台

志愿服务时长可直接兑换实物奖品

4月4日，在成都生活的向先生驾车
到重庆丰都，准备第二天清明节与老家亲
戚一起扫墓。当天12时02分，他从成都绕
城高速天府站 ETC 车道进站，经渝蓉高
速、重庆绕城高速、成渝环线高速、沪渝南
线高速，16时52分从丰都西收费站出站。

出站时，他看到收费站ETC车道出口的
电子屏显示770.08元。由于他开同一辆5座

小轿车，按常用路线回老家，通行费都在200
元左右。所以他心想，一定是显示错了，就开
车走了。5日，他收到ETC办理银行发来的扣
费信息，确实扣了770.08元的通行费。

7日小长假最后一天返程，向先生顺
道到丰都西收费站询问扣费情况。他告诉
记者，工作人员建议他拨打高速公路服务
热线12122，随后热线客服又建议他找成

都的ETC卡开户银行，因为ETC业务是
在该银行办理的。

8 日，向先生到该银行打印了《代收
高速公路车辆通行费》单据和《信用卡交
易明细》，再次确认了此次扣费。而后他再
次拨打12122反映。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从他提供的单据上看到，扣费金额和
时间、地点，都与其描述的一致。

成贵高铁蒯越宜宾金沙江公铁两用桥

通行费200元，ETC扣了770元
原来是这个问题！

770.08 元，当高
速路收费站出口电子屏
显示金额的时候，ETC
车主向先生以为是显示
错误。第二天，他收到了
银行扣费信息，才确认
了这笔扣费的真实性。

清明节前夕，向先
生从成都回老家重庆丰
都，与以往的路线相同，
开的也是同一辆车，平
时通行费200元左右，
这一次为何出入这么
大？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11日从四川省
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监
控结算中心了解到，对
于向先生这个个案，该
中心已进行核查，发现
当天他在高速路上行驶
时，一个标识点出了故
障，属于超低概率的、偶
发性故障。目前故障点
已进行了修补，四川、重
庆高速相关部门也一起
发起了退款。

通行费200元，ETC咋扣了770元？

超低概率偶发故障，已发起退款

据悉，ETC 采用的是多路径收费系
统。高速路侧的标识站向车辆OBU设备
中标记沿途路径信息，以便系统按实际经
过路径收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11日从四
川省交通运输厅高速公路监控结算中心
了解到，4月4日，向先生在高速路上行驶
时，正遇到一个标识点出了故障。这个故
障经核查是属于超低概率、偶发性的。向
先生也告诉记者，9 日上午，监控结算中

心工作人员回复了他，说是有故障。记者
还了解到，目前故障点进行了修补，四川、
重庆高速相关部门已一起发起退款。

监控结算中心提醒，用户若遇到ETC收
费问题，可直接拨打高速公路服务热线
12122，ETC 业务请按“3”。如果用户是去
ETC办理银行反映，银行应该先行受理，再转
交给监控结算中心进一步核查处理。

记者此前了解到，取消川渝间高速公路
省界收费站后，省界附近设置虚拟收费站。

ETC车辆仍然可以不停车驶入和离开高速
公路，实现“分省计费、分省收费，自动扣费”。

而非 ETC 车辆使用通行卡，应注意
通行卡要和车辆对应，一次通行必须使用
同一通行卡。通行卡还要妥善放置于对应
车辆内，不得故意遮挡或屏蔽。而通行卡
丢失或人为损坏，需在出口收费站主动告
知收费员入口收费站名称、途经路段等信
息，收费员核实情况后收取通行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车主
不解

官方
回复

2月下旬被机械挖
开后，一个半月里，斑驳
的茶花街上再没有了施
工的动静。这条1公里
长的路，涉及多个小区
人车的出行，什么时候
能修好？3月26日、4月
17日——路上竖起的
两块告知牌上，完工时
间和路面封闭时间又打
起了架。

“一直在做路面病
害治理，涉及井盖、井篦
子、路沿石等。”施工方
称。项目管理人员也承
诺，下周工程就会完工。
他称工程延期了，但延
期手续还在办。

“一直在做路面的治理。”施工单位四川
蜀元建筑集团有限公司该项目的负责人陶先
生始终称，施工并没有拖延，“一直都在对发
现的路面病害做处理。”他举例，包括窨井盖、
井篦子、路沿石等都要处理。同时承诺，一周
之内就可以铺沥青了。

锦江区公路管理所负责该项目的管理
人员何先生解释称，原先整个项目计划去

年 10 月底 11 月初开工，预计今年 3 月份能
完工。“到茶花街的时候，刚好碰到要过年
了，考虑到如果挖开会影响市民通行，就调
到年后开挖，相应的工期也要顺延。”对于
喜树街口的占道公示牌，他说，用的是最初
计划的时间，“后面施工人员没换成新的。”
不过他也透露，直到现在，延期手续都还在
办，“要走程序。”

至于锦江大道口的封闭施工通告里的
禁行时间，他声称，是施工人员搞错了，“把
项目里其他路面的时间弄上去了，后面才改
成了4月。”

“路面挖开后，施工方又在做治理。”何先
生也提到了井盖、井篦子等内容。他也承诺，

“下周茶花街的工程就会完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摄影报道

11日下午，记者来到茶花街的维修路段，
长约1公里。从东端喜树街路口开始，路面像
是得了皮肤病，留下挖掘痕迹的大片水泥硬
块中间，不时有地方露出小块的黄土，小堆小
堆的石子被挤到路边。

路的另一端在三环路辅路的路口。在这
条街上，鑫苑名家小区设有唯一的车辆进出
门，四海逸家蓝钻小区也开有 3 号门——除
了人员进出，也是车辆进小区的入口。此外，

茶花街还面对锦江逸家、海棠佳苑等多个小
区的车辆通行。

喜树街路口立着占道施工信息公示牌，包
含茶花街在内的多条道路的“2018年锦江区农
村公路大中修工程”，开工时间是2018年11月
26日，完工时间是2019年3月26日。另一边，锦
江大道口的封闭施工通告上则写着，禁止车辆
通行时间从2018年12月17日到2019年4月17
日——蹊跷的是，通告上的“4”是粘上去的，揭

开能看到原文写的是“2月17日”。
禁行通告和占道公示牌并没有阻断车

流，记者看到，仍有车辆从茶花街通过驶入三
环路。

现场有几名工人，正用水泥在茶花街边
角填补。一名工人直言“想不通为什么修条路
要这么久”，觉得这对工人并不划算，“时间
长、短，给的工钱都是一样的。如果能早做完，
我们还可以弄下一个工程。”

胡先生住在鑫苑名家小区。他印象中，今
年2月底小区外的茶花街开始维修施工。因
为小区唯一的车辆进出口就在茶花街上，自
己每天也要走茶花街上三环路，他特意看了
路口的道路施工通告，“记得上面写的是4月
17日结束。”

茶花街穿过锦江大道，延伸至锦江城市
花园三期外。小区住户漆先生介绍，2月25日

确有大型机械挖掘路面，当天他还拍下了占
道公示牌。照片上的公示牌写着“2018年锦江
区农村公路大中修工程”，涉及路面有水杉
路、黉柏路、茶花街等，工程开工时间是去年
11月26日，完工时间是今年3月26日。

最初几天轰隆隆的铲路之后，茶花街变得
坑坑洼洼。胡先生告诉记者，之后路面就几乎没
有施工动静，一直到今天，“和机械离场时相比，

几乎没有变化。”这令胡先生很苦恼，“不管怎么
绕路，从小区刚出来那一段总要走茶花街的。”
他不敢把车开快，“路上窨井盖突出，担心磕到
底盘。还有散落的石子，担心溅起伤车。”

距离3月26日的完工时间已经过去了半
个月，在漆先生眼里，茶花街的路面还是刚挖
开时的样子。而且现在仍有车从路上开过，

“声音比正常路面大多了，有点吵。”

1
路面挖开后就没了动静 市民：出行很恼火

2

项管称“工程延期”但手续还在办

封闭通告和占道公示 实际施工时间打架

3

茶花街的喜树街路口上放置的占道公示牌

茶花街上，鑫苑名家小区车辆进出口 锦江大道口的封闭施工公告上，时间出现粘贴

向先生到银行打
印的《代收高速公路车
辆通行费》单据，确认
扣费为770.08元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