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邓正彤 美编 廖敏 帅健宏 校对 陈婕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航运为主结合发电
兼顾供水灌溉

岷江港航电综合开发建设任务
规划老木孔、东风岩、犍为、龙溪口四
级航电枢纽渠化81公里航道，整治龙
溪口至合江门81公里航道和建设乐
山港等6个项目，总估算投资485亿元。

犍为航电枢纽是岷江乐山至宜宾
段162公里自上而下第三个梯级，也是
最早启动实施的梯级，于2015年12月
开工建设，工程概算总投资104.24亿
元。其选定推荐坝址位于乐山市犍为
县城上游约3公里处，其下游约1.4公里
处为犍为岷江大桥。坝址距离乐山市
约57公里，距离成都市约144公里。

犍为航电枢纽总库容为2.27亿立
方米，总装机容量为500MW，为河床
式水电站，闸坝式挡水建筑物，Ⅲ级
船闸（单级）通航1000吨级船舶。该工
程开发任务为以航运为主，结合发
电，兼顾供水、灌溉，并促进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

枢纽工程主要建筑物采用“一字

型”布置型式，厂房和船闸分岸布置。
从左至右分别布置有左岸接头重力
坝段（含鱼道）、厂房坝段、右储门槽
坝段、泄洪冲砂闸坝段、船闸段、右岸
接头重力坝段，坝顶总长1094.55米，
坝顶高程342米，最大坝高37米。

枢纽工程施工采用三期六段导
流，设计总工期65个月，其中船闸通
航及第一台机组发电工期为54个月。
岷江犍为航电枢纽建成后，预计2030
年通过枢纽的过坝运量将达到1146万
吨；2040年将达到1694万吨。

抬高上游水位后
保证右岸船闸通航

据悉，本次围堰截流，岷江犍为
航电枢纽工程三期围堰截流左岸10
孔泄洪闸，封闭临时航道，抬高上游
水位后保证右岸船闸通航，是该项目
一个重要标准型节点工期，对于保证
右岸船闸通航，首台机组按期发电具
有重要意义。

三期围堰于今年9月20日下午正

式开始戗堤填筑，三期上游围堰戗堤
于10月9日正式合龙。记者了解到，接
下来相关单位将立即加高加厚围堰，
确保围堰稳定，随后开展围堰防渗闭
气工作；下一步计划于11月5日开始蓄
水至通航水位高程326米，保证右岸船
闸通航。

三期截流工作开展前，项目业主
方提前一年开展准备工作，建立了水
情测报系统和气象预报系统，在场
地、通道、填筑料及截流体等各方面
均做好了充分准备。围堰截流期间，
围堰经历了连续三次超一万立方米
每秒流量、持续15天五千立方米每秒
流量洪水的考验。最终，围堰截流提
前25天完成。

岷江乐山至宜宾段
可长年通行千吨级船舶

岷江航道经过了几次大的整治，
航道条件有所改善，目前已达到4级
通航标准。但是整治工程只是局部改
变河流的水文情况，仅仅借助整治的

方法难以彻底改善通航条件，致使岷
江航道仍无法保证大件船舶全年顺
利通行。

而泸州-宜宾-乐山沿江产业集
群已被省委省政府列入全省承接产
业转移的重要组成部分。岷江航道已
成为东电、二重等企业重大装备的运
输通道，是四川省实施“工业强省”战
略，大力发展重型装备制造产业集群
的重要保障。

近几年，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和港
口建设的深入，运输量继续保持增长，
2010年岷江（乐山-宜宾段）完成货物运
输量190万吨。预测2020年、2030年、
2040年岷江（乐山-宜宾段）货运量分别
为890万吨、1860万吨、2880万吨，重大
件过坝运量为15万吨、25万吨、36万吨。

目前岷江（乐山-宜宾段）航道已
列入国家“十二五”期间重点建设的
高等级航道之一，通过“渠化上段，整
治下段”的建设方案，使该河段达3级
航道标准，可长年通行1000吨级船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林聪 摄影记者 张直

抖音提供的数据显示，国庆
假期，河南人最爱拍抖音。仅次
于河南，来自江苏、广东、浙江和
安徽的人们也热衷于在抖音上记
录假期生活。

除了在国内各个城市打卡外，
国庆假期，人们也越来越热衷于走

出国门。大数据显示，抖音用户境外
打卡最多的国家是泰国，其次是日
本和柬埔寨。在抖音，世界最北端的
城市朗伊尔城和世界最南端的城市
乌斯怀亚都留下了人们的足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田

赵倩 北京报道

犍为航电枢纽三期围堰截流成功
未来千吨级船舶全年畅行无阻

成都获赞5268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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抖音国庆大数据：

天安门广场是天安门广场是
国内最热景点国内最热景点；；上海上海
是最热门打卡城市是最热门打卡城市；；
河南人最爱拍抖音河南人最爱拍抖音
…………1010月月88日日，，记者记者
获悉获悉，，抖音发布的国抖音发布的国
庆假期大数据显示庆假期大数据显示，，
在国庆黄金周期间在国庆黄金周期间，，
抖音用户走出家门抖音用户走出家门
看世界看世界，，足迹最远到足迹最远到
达世界尽头乌斯怀达世界尽头乌斯怀
亚亚。。人们在国内人们在国内300300
多个城市打卡多个城市打卡，，打卡打卡
视频获赞超过视频获赞超过1111亿亿
次次。。而国庆假期期而国庆假期期
间间，，北京是抖音上最北京是抖音上最
受欢迎的城市受欢迎的城市。。数据数据
显示显示，，抖音上打卡北抖音上打卡北
京的视频总播放量京的视频总播放量
超过超过1717亿亿，，获赞超获赞超
过过63956395万万，，打卡视频打卡视频
播放量和点赞数均播放量和点赞数均
居全国首位居全国首位。。成都和成都和
广 州 分 别 以 获 赞广 州 分 别 以 获 赞
52685268万和万和36803680万位万位
列第二和第三列第二和第三。。

图片来源：抖音

国庆假期，北京是抖音上最受
欢迎的城市。数据显示，抖音上打卡
北京的视频总播放量超过17亿，获
赞超过6395万，打卡视频播放量和
点赞数均居全国首位。成都和广州
分别以获赞5268万和3680万位列第
二和第三。

大数据显示，上海、重庆、深圳、
北京、成都、广州、苏州、西安、杭州、

郑州是国庆假期热门打卡城市
Top10。其中，上海为国庆假期抖音
最热门打卡城市。

对Top3热门打卡城市的客源统
计发现，人们最喜欢就近旅游打卡。来
自江苏、浙江和安徽的用户最喜欢去
上海打卡；去重庆打卡的主要为四川、
贵州、湖北的游客；福建、湖南和江西
的用户则为去深圳打卡的主力军。

北京获赞6395万次，上海上榜最热打卡城市

国庆节当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阅兵仪式备受各方关注。天安门广场
自然成为国内最热景点。抖音公布的
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打卡天安门
广场的视频总播放量超过2亿。

10月3日，一位打卡天安门广场
的抖音用户拍摄了观看升国旗的感
人一幕：在拥挤的游客人群中，一位
小伙子为了让父亲看到升国旗仪
式，将父亲扛在肩膀上，获赞超过

215万。抖音网友纷纷点赞：“小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骑在父母脖子上的，
父母老了让父母骑一下我们脖子又
何妨。这位兄弟好样的。”

此外，国庆假期，上海外滩、安
徽黄山、郑州建业·华谊兄弟电影小
镇、深圳深圳湾公园、成都天府广
场、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广州广州
塔、西安大唐不夜城、湘西凤凰古城
也引来众多游客打卡，入选大家最
爱去的旅游景点Top10。

2亿次播放，天安门广场为国内最热景点

河南人最爱拍抖音，苏粤浙皖紧跟

10月9日上午，位于乐山市犍
为县的岷江犍为航电枢纽三期围堰
截流圆满成功。记者从四川省交通
运输厅获悉，三期围堰截流的成功
与否直接决定着整个工程的成败，
对于实现岷江犍为航电枢纽年底
“蓄水、通航、发电”三大目标，确保
2020年底项目建成投入运行具有
极其重要的意义。

而包括犍为航电枢纽在内的
岷江港航电综合开发6个项目全
部建成后，岷江（乐山-宜宾段）
162公里航道将达到3级航道，全
年通行千吨级船舶，预测到2030
年全江货运量将达到1860万吨，
较2005年提升60倍。

倒计时21天，
你的社保磁条卡就要作废啦！

还没换卡、激活卡的朋友们，抓紧吧！

这件重要的事情一定要趁现在提醒大家：距离11月1日成都市
社会保险卡（磁条卡）全部停用，只剩下21天啦！也就是整3周时间。

成都市人社局此前发布通知，成都市将从2019年11月1日起全
面停止使用成都市社会保险卡（磁条卡），并全面启用中华人民共和
国社会保障卡（以下简称社会保障卡），让参保群众享受到更加便
捷、高效、安全的服务。

届时，全市人社部门、医保部门、定点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
将不再受理社会保险卡（磁条卡）业务，也不再提供社会保险卡（磁
条卡）刷卡结算医疗费用和医保个人账户费用等服务。

记者从成都市人社局了解到，
尚未换卡的参保者可携带本人有
效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张近期
2寸白色背景深色上衣证件照（备
用）到全市任一即时制卡网点快速
办卡（制卡网点可在成都市人社局
官网查询）。

未成年人申办社会保障卡时，
可由监护人携带双方有监护关系的
户口簿及监护人身份证原件代办。
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个人
和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残疾人以及
长期在外工作人员可委托他人携
带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代办。

值得注意的是，新卡领到后，
要激活才能使用。有两种功能可激
活，人社功能和金融功能。

人社功能就是看病就医、医疗
报销等原本社保卡就具备的功能。
可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和社
会保障卡到社会保障卡人社服务
网点激活人社功能。

也可选择以下任一线上服务
渠道的“激活”功能自助办理社会
保障卡人社功能激活手续：“成都

人社局”微信公众号、“成都市
12333”微信公众号、“天府市民云”
APP、“支付宝”APP、银联“云闪付”
APP、中国平安“城市一账通”APP。

金融功能是新功能，开通之后
可以使用社保卡的银行账户办理
存取款、转账、代收代付等业务。可
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到社会
保障卡金融账户开户银行在全国
的任一网点进行激活。

成都市公开招标确定的社会
保障卡合作银行为工商银行、农业
银行、建设银行、邮政储蓄银行、成
都银行、成都农商银行。持卡人在
申办阶段已经进行过对社会保障
卡金融账户银行的选择。激活金融
功能后，人社功能自动激活，次日
生效。

需注意的是，在2019年11月1日
前的过渡期内，社会保险卡（磁条
卡）与社会保障卡均可使用。持卡人
激活社会保障卡后，原社会保险卡
（磁条卡）将自动注销，所有功能将
自动转承到已激活的社会保障卡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位列第二

岷江犍为航电枢纽三期围堰截流现场

10月9日，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从成都市人民政府网站上
获悉，成都市《利用既有建筑举办
公办幼儿园附属办园点安全管理
工作基本要求》（以下简称《基本要
求》）近日已出台。

其中提出，成都各区（市）县政
府要根据公办幼儿园学位供给需
求，利用城市综合体（含住宅底
商）、产业园区内产业用房、社区综
合体和商业楼宇、写字楼等既有建
筑举办公办幼儿园附属办园点。该
基本要求有效期为4年。

什么是公办办园点？

根据《基本要求》，公办办园点
是指由教育部门、机关、高校、国有
企事业单位等组织举办的公办幼
儿园附设的小规模办园点。公办办
园点招收3-6周岁幼儿，办园规模
在5个班及以下、入园幼儿在150名
及以下，备案有效期限设定为5年。

所谓开办办园点的“既有建
筑”，也有相应要求，包括：应为安
全合法建筑，具有房产证或建设竣
工验收报告，房屋使用年限达到设
计使用年限三分之二的建筑应进
行建筑安全质量鉴定。建筑内设置
的安全出口、疏散楼梯、疏散指示
标志和应急照明等应符合国家工
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

《基本要求》中明确，公办办
园点可选择的既有建筑为城市综
合体（含住宅底商）、产业园区内
产业用房、社区综合体和商业楼
宇、写字楼等。这意味着，成都人
未来将在写字楼、城市综合体、商
业楼宇里面找到临近的公办幼儿
园办园点。

充分照顾幼儿就学便利
严禁设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

《基本要求》指出，公办办园
点必须设置在安全区域内，周边
环境空气流通、日照充足有利于
幼儿身心健康。周围应无污染、无
噪音影响、无治安乱点和游商摊
贩。不应与易燃易爆生产、储存、
装卸场所相邻布置，远离高压线、
垃圾站及大型机动车停车场。与
化学、生物、物理等各类污染源的
距离应符合国家有关防护距离规

定，同时符合消防安全相关规范
要求。充分照顾幼儿就学便利，方
便家长交通接送。

其次，公办办园点园舍应安全
且相对独立，生均建筑面积不小于
7平方米。幼儿活动及辅助用房的
层数原则上为3层及以下，严禁设
在地下室或半地下室。办公及辅助
用房和生活用房的层数不宜超过5
层。每班幼儿活动室生均使用面积
不低于1平方米，若活动室与睡眠
室共用，生均使用面积不低于2平
方米。原则上有户外活动场所，保
障幼儿每天的户外活动。园舍如为
租赁场地办园，办学场地产权清晰
无纠纷，并到房管部门对租赁合同
进行备案。

此外，改建办园点涉及结构调
整或装饰装修的，应依法办理建筑
工程报建手续，改建完成后有消防
验收合格意见书或消防备案通过，
必须由第三方机构按照《民用建筑
工程室内环境污染强制规定》
（50325）对园舍进行室内空气质量
检测，检测合格才能投入使用。

对办园点负责人有严格要求
至少配备两名专职保安

《基本要求》提出，每个公办办
园点需要配备具有资质的负责人。
负责人应当具有《教师资格条例》
规定的幼儿教师资格、具备大专及
以上学历、有3年以上幼儿园工作
经历和一定的组织管理能力，并取
得幼儿园园长岗位培训合格证书。

另外，每班至少配备2名专任教
师（有条件的可配备1名保育员），教
师必须具有《教师资格条例》规定的
幼儿园教师资格。保育员具有高中
及以上学历，并取得保育员资格证。
若自行聘请外教，则需符合相关规
定并办齐相关手续。每个公办办园
点至少配备一名专职卫生保健人
员、两名专职安保人员。

同时，所有工作人员上岗前
必须取得《健康合格证》。公办办
园点应组织在岗工作人员每年进
行一次健康检查。有犯罪、吸毒记
录和精神病史者不得在公办办园
点工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文博 叶燕

缓解入园难 成都出新招：

公办幼儿园
将开进写字楼综合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