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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级指示，我公司经研
究决定：对 2017 年 7 月 6 日在《资
阳日报》第三版上发布的《文化艺
术中心二号楼（部分）及一号楼地
下停车场招租公告》中的“一号楼
地下停车场招租”项目予以终止，

停止招租。因此造成的不便，敬
请原谅！

特此公告
资阳市九曲河资产经营管理

有限公司
2017年7月25日

停电时间:2017年 7月 31日 07：
00—13:00

停电线路:10kV 墨桥 I、II 线；
10kV松墨 I、II线

停电原因:线路处缺
停电范围:南骏汽车

备注:因雨顺延
特殊情况将延长停电时间，请

以上用电客户做好停电准备，因停
电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若需
进一步了解详情请拨打电力服务热
线“95598”

省气象台 24 日 09 时发布高温黄
色预警：过去 48 小时，盆地东部、南
部最高气温达到 35℃，其中达州、巴
中、南充、广安、遂宁、资阳、内江、自
贡、宜宾、泸州 10 市局地出现 38℃以
上的高温。预计未来 4-6 天，盆地大

部仍维持晴热高温天气，达州、巴中、
南充、广安、遂宁、资阳、内江、自贡、
宜宾、泸州 10 市将达 38℃或以上，盆
地西部、南部午后到傍晚多分散性雷
雨或阵雨。

据四川在线

据新华社成都7月24日电（记者
袁秋岳 许茹）记者从成都市交管局了
解到，依托互联网技术治堵的成都“蓉
e行”交通众治公益联盟平台23日正式
上线。成都交警号召市民成为“百万
电子警察”，通过“蓉 e行”平台举报交
通违法，持续推进“智慧治堵、工程治
堵、依法治堵”。

记者了解到，除了举报交通违
法行为之外，“蓉 e 行”平台还可报
告交通设施问题、谏言交通管理良

策、申报停驶私家车。其中，市民可
以通过“蓉 e 行”上传视频，举报机
动车与行人的交通违法行为，例如
机动车走公交车道、侵走非机动车
道、占应急车道、打电话、抛洒物品、
遮挡号牌、不礼让行人以及闯红灯
等行为。

目前“蓉 e行”已经与京东等 18家
商家合作，市民举报交通违法、报告交
通设施故障等可以获取积分，兑换商
家提供的相应奖励。

四川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未来几天
都是热热热

记者走访成都市多个区县政
务服务中心发现，人才落户最受
追捧的当属天府新区。早上 10
点，记者在天府新区政务服务中
心看到，从其公安户籍窗口前等
候的人，摆起了一字长蛇阵，一直
蜿蜒到了门外的广场上，阵仗颇
为壮观，人群中大多是手拿毕业
证书的二三十岁青年男女，目测
排队人数接近千人。

杨理琴，是该区公安户政窗
口的首席代表，从早上上班伊
始，就没有歇过气，一直在为毕
业 生 们 办 理 落 户 手 续 。“ 人 太
多，忙都忙不过来，今天 600 多
个号，一大早就发完了。”她告
诉记者，由于天府新区新兴企
业多，所以渴望到该区落户的
人也特别多，加上天府新区特

殊的地位与优势，也让各类人
才竞相追捧。为此，该区一方
面增加人手，提高办证效率，另
一方面增调警力到现场维持秩
序。据统计，该中心公安户政
窗口日均受理入户新政现场咨
询超 200 人次，日均排号量接近
1000 人次，其中办理户籍业务
的超 500 人次，目前共办理普通
全日制大学本科以上学历毕业
生入户超过 300 人。

为了减少现场排队拥堵，成
都市政务中心公安办证中心特别
提醒，目前“成都公安微户政”微
信公众号，已经开通网上预约预
审和预排号功能，需要办理落户
的市民可以通过网络办理，从而
节省现场排队的时间。

据四川在线

新华社北京7月24日电（记者 陈
聪）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日前
发布松花蛋和咸鸭蛋的消费提示指
出，松花蛋应注意适量食用，老年人每
天吃 1－2个为宜，而高血压等疾病患
者应少食用咸鸭蛋。

松花蛋（又叫皮蛋、彩蛋或变蛋）
是以鲜蛋（多数为鸭蛋）为原料，采用
生石灰、碱、盐等配制的料液（泥）或氢
氧化钠等配制的料液加工而成的蛋制
品。食药监总局指出，选购松花蛋时
挑选的标准有：外壳包泥或涂料均匀
洁净，蛋壳完整，无霉变，敲摇时无水
响声；破壳后蛋体完整，蛋白呈青褐、
棕褐或棕黄色，呈半透明状，有弹性，
一般有松花花纹；蛋黄呈深浅不同的
墨绿色；具有皮蛋应有的滋味和气味，
无异味。

针对松花蛋的营养成分，食药监
总局建议老年人每天吃 1－2个为宜；
中青年人、从事脑力劳动或轻体力劳
动者，每天可吃2个；从事重体力劳动，
消耗营养较多者，每天可吃 2－3 个。

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对重金属含
量的规定，消费者宜选择工业化生产
的无铅松花蛋（标签上可见“无铅皮
蛋”或“无铅松花蛋”字样）。

咸鸭蛋（又叫盐蛋、腌蛋或味蛋）
是以鲜鸭蛋为原料，经盐腌制而成的
蛋制品，为我国具有传统风味的蛋制
品。在挑选咸鸭蛋时，应注意“一看、
二闻、三掂、四摇”。看，就是要看外
壳，品质好的咸鸭蛋外壳干净、光滑圆
润，无裂缝，蛋壳呈青色；质量较差的
咸鸭蛋外壳灰暗、有白色或黑色的斑
点。闻，就是应选择没有异味的咸鸭
蛋。掂，就是把咸鸭蛋拿在手中掂分
量，首选质量重的。摇，就是在摇动的
时候，品质优良的咸鸭蛋会有轻微颤
动感，品质差的咸鸭蛋会呈现不规则
的晃动感并带有异响。

食药监总局提醒消费者，高血压
等患者对含盐量高的食物应谨慎食
用，应少吃咸鸭蛋或低盐咸鸭蛋，如摄
食咸鸭蛋则需控制当日食盐的总摄入
量，比如菜、汤中减盐，饭后多喝水。

游客点赞
前所未有的旅游新体验

7月 24日一大早，一辆满载 90余人
的旅游大巴抵达了西南民族大学藏彝文
献中心。

12 岁的小游客江睿莹跟在父亲身
边，一边认真地听讲解，一边好奇地四处
打量。

“少数民族的文化和我们汉族有什
么不一样？今天就来民族大学补补课。”

刚刚完成改装布置的学生公寓 13
栋楼也迎来了第一位游客。来自中国民
用航空飞行学院的学生小宋暑假准备前
往空管局实习。在网上了解到空港高校
共享之旅的消息后，他选择了在西南民
大住宿。

来到公寓，记者偶遇了拖着行李箱
正在办理入住的另一名游客小马。在前
台，大堂经理程达慧热情地接待了他。
用身份证登记后，程达慧领他来到一个

房间，向他介绍了相关的设施和服务。
“整个流程和商业酒店几乎没有差

别，感觉很规范，也很安全。而且房间很
有特色，我很喜欢。”小马入住的房间是
羌族风格，学生公寓的设施搭配民族风
情的装饰，这种与众不同的体验让他感
觉很新奇。

资源整合
文旅资源插上双创翅膀

为了贯彻落实省委关于重点支持
“利用高校假期闲置资源助推双创加
旅游”的工作部署，双流区围绕空港文
创赛事名城和空港创新创业高地建设
目标，在全省率先启动了空港高校共
享之旅。

双流区境内高校云集，有着丰富的
资源。借助双创思维，让学生公寓、图
书馆、运动场馆等假期闲置资源更好地
发挥作用，开发优质旅游产品，开展游
客参观交流、高校体验、创新创业等社

会实践和旅游活动，空港高校共享之旅
应运而生。

“比如我们的藏学文献馆，就是国内
各大院校和科研机构中规模最大的藏文
古典文献研究机构，馆藏文献 3万多函，
涵盖文学、宗教、历史、地理等诸多领
域。”藏学文献馆负责人益西拉姆表示，
双创加旅游，让这些珍贵的文献得以更
广泛地为市民所了解，也能够更充分地
发挥其价值。

而为了给游客提供更好的住宿体
验，该校不仅对学生公寓 41个房间进行
了富有民族特色的装饰布置，还参照酒
店模式进行规范管理，并与公安系统联
网，让游客住得舒心，更住得安心。

记者了解到，空港高校共享之旅项
目结合双流区创新创业、旅游资源和中
高校特色、闲置资源等实际情况，先期策
划了背包客 、精品定制、乡村美食采摘
创新创业节主题游、转客机微旅行四个
系列旅游产品，为不同的旅行者提供共
享服务。

据四川在线

成都以“互联网+”手段治堵

人人可当“移动电子眼”

权威机构告诉你：

松花蛋和咸鸭蛋
怎么吃得安全又健康

资阳市九曲河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文化艺术中心一号楼

地下停车场招租”的公告

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资阳供电公司
计划停电信息公告

成都迎落户井喷：
天府新区最俏排长蛇阵

“我办落户成都，这是我的毕业证。”“我
的资料都在这里，我要当成都人!”“和他们一
样，我也是办落户成都手续的。”……

7月24日，在成都青羊区、武侯区、金牛
区、天府新区等政务服务中心公安户籍窗口
前，这样的诉求声不绝于耳，各中心相继出
现了手拿毕业证，排着长队等待办理落户手
续的青年才俊。

自《成都实施人才优先发展战略行动计
划》正式开始接受申请办理落户手续后，当
成都人作“蓉漂”成为了年轻人共同追逐的
新时尚，也正是在好政策的驱动下，本周一
成都迎来了人才落户井喷。

当日早上 8点，尽管距离上班时间还
有一个小时，但青羊区政务服务中心已经
是人满为患，近百名市民等候在这里，他
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落户成都。

“我在这里读了4年书，毕业后就想留
在成都。”22岁的张梓韵是电子科技大学的
应届毕业生，在得知成都实施人才新政后，
她就下定决心要在成都安家。“我7点过就
来排队了，就是希望能早点办理，入户成都
后，就安安心心找一份工作，然后和男朋友
结婚。”说话间张梓韵望向了身后同来办理
落户手续的男友马渊。原来他俩都是陕西
人，4年前一起考到了成都读大学，如今马
渊已经在成都某电子研究所找到了一份优
良的工作，因此双双约定落户蓉城，一起当
成都人。“人实在是太多了，我们那么早就
来排队，没想到这里早已经是人满为患。”
马渊拿着号向记者展示，提前一个多小时
排队，取的号却已经是在100名开外。

“除去休息日，今天是人才新政实施
后的第三天，加上是周一的缘故，来办落
户手续的特别多。”青羊区政务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曾露告诉记者，为了应对办理高
峰，该中心特地提前一小时就开门办公，
同时暂停了 16 名民警的休假，增加了工
作台位，并取消了中午午休，为毕业生们
提供延时服务。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金牛区、武侯
区、锦江区、成华区等政务中心，为应对人
才新政实施后的落户高峰，各政务中心纷
纷推出便民举措，提高服务效率。以金牛
区政务中心为例，该中心特地设立了人才
入户“预约窗口”，同时通过“智能自助服
务区”为办理学历入户的人才提供网上服
务。同时，引导办理居民身份证、本市户
口迁移等业务的群众到派出所办证点办
理，分流办事群众，缓解大厅长时间排队
等候的问题。

落户人太多
政务中心提前1小时开门

人气最旺
天府新区排起落户长蛇阵

成都高校“共享公寓”迎客

成都双流区
空港高校共享之
旅启动仪式以来，
西南民族大学航
空港校区经过紧
张而细致的筹备，
7月 24日正式迎
来首批游客。游客
们有的在校内观
光游览，感受学术
氛围，有的在学生
公寓住宿，怀念校
园时光。

□ 新华社记者 吕光一丁乐

夏日广州 35℃的高温下，一场小
小的无人驾驶汽车展示依然有足够的
魅力吸引大批车迷。

左手随意放在车窗上，右手悠闲
地摇着扇子，方向盘自主转动，坐在驾
驶座的体验者由无人驾驶汽车带着去

“兜了一次风”。“看来到了无人驾驶时
代，人人都能成为老司机。”围观市民
笑说。

除了无人驾驶汽车，来自国内外
知名品牌的纯电动汽车、智能共享汽
车、新能源巴士等正在 2017 第二届中
国（广州）国际新能源、节能及智能汽
车展览会上“会师”。

聊聊车的性能、打听一下车辆优
惠、坐在车里体验一把……广州市民
张先生和妻子、孩子将车展“仔仔细
细”地逛了一遍。“最近家里要换台新
车，想买辆新能源的，就来体验比较一
下。”张先生说，“电动汽车性能上提升

很大，舒适度和美观度也毫不逊色，性
价比很高。”

和张先生一样，新能源汽车越来
越成为中国家庭的购车选择。据了
解，2016年，我国新能源汽车迎来了爆
发性增长，创造了 50.7 万辆的销售记
录，继续领跑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
而在5年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只有
1万辆左右。

本次车展上新能源商用车也是一
大亮点，古色古香的电动旅游观光车已
经在北京天安门附近“铛铛”开动；大大
小小的电动物流车、冷藏车，外形和性
能都十分抢眼；新能源智能公交车也吸
引了一波又一波“乘客”上上下下。

“未来汽车的发展方向就是电动化、
智能化、网联化以及轻量化。”中国移动
交通行业解决方案部总经理严茂胜说。

一句“小薇，你好”，便可唤醒车内
的“智能美女”，车展上一款 4G智能后
视镜炫酷亮相。只需口头发布指令，
小薇便可完成播放音乐、查询天气、智

能导航等一系列任务。据介绍，该产
品还内置ADAS安全辅助驾驶系统，以
影像识别为用户提供智能化的前车碰
撞预警和车道偏离预警,及时纠正错误
驾驶行为,保障驾驶安全。该产品还支
持微信互联功能，手机扫一扫就可以
实现防盗监控、远程拍照、轨迹回放以
及违章查询。

记者了解到，随着汽车向智能化方
向发展，车载智能终端市场热度不断攀
升，许多人工智能公司或者互联网企业
也在进入智能汽车领域。比如，科大讯
飞研发车内语音识别系统，喜马拉雅开
发了车载智能音响，中国移动针对车联

网提出了全新整体解决方案。
“新的出行方式正在改变着人们

的生活，未来也将重塑整个汽车行
业。”响响租车执行总裁胡古月说。从
事传统汽车经销多年，去年她决定创
业进入共享汽车行业，已经投放的400
辆车全部都是新能源汽车。

展示区的环形车道上，无人驾驶
汽车一圈圈地缓缓驶过，吸引了众多
目光。19 世纪末，现在的传统汽车初
生之时，也享受过这样的瞩目。当时
的燃油汽车解放了马，而未来的无人
驾驶汽车将解放人。

新华社广州7月24日电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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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

概念
汽车 未来汽车来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