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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发布清明假期安全出行提示
4 月 5 日至 4 月 7 日为清明小长假，近期自驾祭
扫和春季踏青等活动增多。 近日，四川省公安厅交警
总队发布了清明假期的出行提示，4 月 4 日 17 时至
5 日 15 时将出现去程高峰，回程高峰出现在 7 日 15
时至 23 时，节日两端潮汐式交通流特征突出。 四川
交警提醒广大交通参与者，合理选择出行时间、出行
线路、出行方式，避开出行高峰易堵路段，谨防雨雾
恶劣天气，谨慎驾驶，安全出行。

节日两端潮汐式交通流特征突出
清明节期间,受祭祖风俗、小客车高速免费通行、
中短途出游、持续阴雨天气等 4 个主要因素叠加影响,
我省道路交通呈现省会成都往返周边城市及攀西地区
潮汐特征,预计去程高峰出现在 4 月 4 日 17 时至 5 日
15 时,回程高峰出现在 7 日 15 时至 23 时，节日两端潮
汐式交通流特征突出。

成都绕城、成南、成温邛、成巴、成雅、成渝、成灌、
渝蓉、成自泸、雅康、雅西、内宜等高速公路日均流量将
大幅增加。 热门景点峨眉山、乐山、阆中、都江堰、石象
湖、新津、大邑、丹景山、西昌和通往祭扫场地的高速公
路出行较为集中。外省入川流量主要集中在重庆、陕西
和贵州方向。

交通事故分析：丘陵事故占比较高
清明假期期间事故主要区域类型分析： 丘陵事故
比重上升。 2018 年清明节前后，平原、丘陵、山区事故
量之比分别约 37%、43%、20%，与全年相比，丘陵事故
占比较高。
事故主要路段类型分析： 高速公路和公路事故量
增加。清明节前后，出游和清明扫墓的人流和车流增加
等因素，高速公路和公路事故量增加，事故比重也全面
随之上升，高速公路事故数占比约 5%，一、二、三、四级
和等外公路事故占比均高于全年占比，共占比约 56%，
城区事故量占比相对减少。
发生事故主要交通工具类型分析：货车、摩托车事

故比重有所上升。 清明节前后，公路客运、货运、私家
车、 摩托车、 面包车事故量占比分别约 0.7%、12%、
83%、29%、4%。 与全年相比，货车事故和摩托车事故占
比较高。
事故主要违法行为分析：清明节前后，因未按规定
让行引发的交通事故约占 14%， 因无证驾驶引发的交
通事故约占 7%，因酒后驾驶引发的交通事故约占 6%，
因违反交通信号引发的交通事故约占 4%，因超速行驶
和违法超车这两种违法行为造成的事故高出全年占
比，分别约占总数的 3%、2%。
（天府）

出入境证件异地申请 不需要提交居住证
4 月 1 日起内地居民申领出入境证件实行“
全国
通办”新政一经公布，便引起网友们的广泛关注。 近
日， 国家移民管理局通关官方微博回答了网友们关
切的问题。 相关问答指出，临时身份证也可以异地申
办出入境证件； 首次申请出入境证件也可以异地办
理。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移民管理局 APP”4 月 1
日零时起就可以下载， 安卓系统手机用户可在国家
移民管理局政务服务平台、手机应用宝、华为应用市
场、360 手机助手等下载使用；安卓系统手机、苹果手
机用户可在微信和支付宝端添加小程序实现； 搜索
微信公众号“国家移民管理局”，关注后在界面右下
角点击“
政务服务”也可以进入平台。
问：身份证丢失或没有身份证的人，是否可以异
地申办出入境证件？
答： 申办出入境证件需要提交有效的身份证明
材料。 如果申请人身份证丢失，可凭有效的临时身份
证申办出入境证件； 如果申请人为没有办理身份证
的未成年人，则可凭户口簿申办出入境证件哦！
问：“全国通办”后，办理出入境证件还需要居住
证吗？
答：实行“全国通办”后，取消了户籍地、居住地
等条件的限制，异地申请办理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
行证、 往来台湾通行证以及赴港澳台团队旅游签注
不需要提交居住证啦！

问：“全国通办”实施后，异地申办出入境证件需
要额外提交什么材料吗？
答：不需要，所需提交的申请材料与您户籍地完
全一样。
问：首次申请出入境证件，可以异地办理吗？
答：可以的！“全国通办”后，您可以在异地首次
申请办理出入境证件、换（补）发出入境证件及失效
后重新申办出入境证件啦！
问：
“
全国通办”后，异地办证是否额外收费？
答：不会额外收费，无论您在本地或异地申办，
全国办理出入境证件均执行统一收费标准。
问：我已持有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
行证，“全国通办”实施后，可以异地办理往来港澳台
签注吗？ 可以自助机上办理吗？ 可以立等可取嘛？
答：去年 9 月 1 日，我局已实施内地居民可在全
国任一出入境管理窗口申请办理往来港澳台团队旅
游签注政策措施，但仅限于窗口提交申请。“全国通
办”将上述政策扩大到自助签注机办理，居民可在任
一出入境自助签注机上办理往来港澳台团队旅游签
注，并且立等可取。
问：我现在持有的还是本式往来港澳通行证，可
以在异地直接换成卡式的往来港澳通行证吗？
答： 您可以在全国任一出入境管理窗口申请办
理新的往来港澳通行证，新证为卡式电子证件。
（新华）

现在流行在迈入 30 岁后
就说自己“已经老了”，脑子也
“
经常忘事儿”。
不过， 这只是嘴巴自作主
张的说法吧？ 人家大脑可并不
承认——
—英国科学家指出，人
的大脑达到成人状态， 要到我
们 30 多岁左右。
也是在近期， 欧洲一项脑
研究表明，直至人类达到 90 岁
高龄时， 健康大脑内仍有新神
经元在持续发育。 如此看来，我
们的身体真是拖了大脑的后
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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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说一个成年人“心
智不成熟”的时候，应该想想，
也许真的是他的大脑还没发育
完全。
在近期伦敦牛津医学科学
院的一次会议上， 英国剑桥大
学的神经科学家彼得·琼斯称，
研究认为人类大脑并非很快就
成熟了，而是一个缓慢、循序渐
进的过程，最终达到成人状态，
差不多要到人们 30 多岁左右。
他的研究认为，在 18 岁时
人的大脑仍在经历巨大变化，
20 岁之后也非常容易受精神障
碍的影响， 而这个问题到了 30
岁左右就会得到解决。
大脑有自己的“发育时间
表”，不过，大脑的成熟程度会影响人们
的行为以及心理状态。没有成熟的大脑，
也意味着对自己情绪的控制力、 与他人
交往沟通的能力都有待完善。 因此从某
种意义上来说， 也可以称之为“没有成
人” 。

90 岁，我还没老
与大脑的“晚熟”相对的，其“衰老
期” 其实也来得很晚。 最新一项研究指
出：直到 90 岁高龄时，健康人脑内仍会
有新的神经元持续发育。
大脑内的大部分神经元在出生时便
已存在。在成年人大脑的特定脑区，如海
马体，会形成新神经元，这个过程也被称
作成体神经发生。过去的研究已经确定，
在啮齿类动物和其它脊椎动物体内会发
生这一现象。另外也有研究表明，新生神
经元会融入人体组织。但是，近年来的研
究对于人脑内的成体神经发生程度产生
了质疑。
西班牙马德里自治大学—西班牙高
级科学研究理事会的科学家们详细分析
了 58 名人类被试者的组织样本。结果发
现， 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年龄相关性下
降， 但是人脑海马体内的成体神经发生
终生都可观察到。
这项研究还发现， 在阿尔兹海默病
患者的脑内，新神经元的形成明显减少。
（央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