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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 2019 金秋惠民车展下周开锣
转眼间，车市的“金九银十”已经到来。 在 9
月的汽车行业内，有一场精彩夺目的大戏，那就
是达州市 2019 金秋惠民车展暨第七届汽车文化
节。 本次活动将于 9 月 20 日至 22 日在西外体育
中心盛大举行，由达州市广播电视台主办，达州
市商务局指导，达州市广电传媒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承办，达州市电子商务协会
协办，华润雪花
啤酒、红珊湖
美业、宏泰家
居广场、达州
南方医院等
友情支持，交
通银行达州
分行唯一指
定银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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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从国家税务总局达州
市税务局获悉，根据《四川省人
民政府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
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社会保险
费交由税务机关征收的公告》，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由税务机关
征收。从 2019 年 9 月 1 日起，将
进入 2020 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
疗保险费集中征缴期， 并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截止。
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
实行个人缴费和政府补助相结
合的筹资方式， 人均筹资总额
不低于 770 元， 其中个人缴费
标准为 250 元。 逾期缴费将会
对医保待遇有一定影响， 需要
注意缴费时间截止于 2019 年
12 月 25 日。如果因与单位解除
劳动关系、 享受失业保险待遇
期满、复员退伍、刑满释放、在
外地上学因故休学、 退学或毕
业等特殊原因未能在集中参保
缴费期办理参保缴费的， 可凭
相关证明材料中途参保缴费。
缴费方式有现金收缴、协
议代缴、银行代收、税务征收 4
种方式。 如果在缴费时，银行或
非接触式缴费系统提示无法缴
费， 则有可能是参保人的身份
证号码、 姓名与系统数据不一
致， 参保人要及时携带身份证
或户口簿到距离最近的社区便
民服务中心、乡镇劳保所、县社
保局或县医保局征费大厅更正
信息后再缴费。 特困人员、重点
优抚对象、重度残疾人、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纳入孤儿基本生
活保障范围的孤儿、 城乡居民
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等特殊群体
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个人缴费部分由税务部门按差
额征收。
为了保障权益不受影响，
请广大市民按照公布的缴费政
策和方式，及时办理缴费业务。
各缴费人在缴费过程中如有疑
问， 可咨询国家税务总局达州
市税务局； 若需了解更详细的
缴费政策， 可咨询市医疗保障
局或拨打 12333（人社政策咨询
热线）。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 说了
一万遍想去看看远方的田野，还没有出发，也许
只是因为缺辆爱车……作为今年下半年重量级
车展，各大车企也是纷纷准备大展拳脚，而有购
车打算的市民更是特别关注。 在这里，无论是追
求更高销量的汽车厂商，还是对汽车爱得深沉的
爱车人士，还是旨在低价购车的潜在车主，都将
这次秋季车展视为达成自己目标的绝佳机会。
依托达州广播电视台全媒体的影响力，众汽
车厂商都对此次车展的成功举办充满信心。 汇聚
了东风风行、北京汽车、红旗、林肯、JEEP、上汽大
众、一汽大众、东风悦达起亚、庆铃五十铃、东风
标致、北汽威旺、江淮、广汽菲亚特、斯柯达、长安
汽车、领克、别克、雪佛兰、广汽三菱、捷途、奇瑞、
众泰、荣威、斯威、五菱、宝骏、东风风光、东风风
神、东风启辰、东南三菱、东南汽车、众泰大迈、大

通、华晨中华、吉利、捷达等数十个汽车品牌和上
百款车型，下周的车展定会为车迷奉上一次秋风
送爽般更低价购车的盛宴。 到场来宾只需短短的
时间，就能看遍心仪车型，省去跑各个 4S 店的时
间，有更多的精力现场看车、试车、谈价格，找到
最适合的那款车。
据了解，此次车展一如既往地延续了往届车
模走秀、劲爆歌舞、逛展抽大奖等精彩活动。 各项
招商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各汽车品牌、诚信经
营并愿意为广大消费者和市民提供优质优惠产
品及服务的厂家、 商家均可向组委会报名参与。
当前还有少量门票赠送，广大市民可以报名团购
及免费领取抽奖门票，联系电话：2530381，也可
以关注达州观察微信公众号或 APP 客户端直接
报名。
（本报记者 谢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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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宣快速通道火风寺左线隧道顺利贯通
近日从市交通运输局获悉， 达宣快速通道控
制性工程之一的火风寺隧道左线日前顺利贯通，
这是达宣快速通道建设中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据了解， 达宣快速通道是达州市到宣汉县的
快速公路，起于达渝高速公路徐家坝互通，经通川
区徐家坝、韩家坝、八庙河、洋烈、插旗山、石花寨、
谢生坝， 止于宣汉县张家坝 （国道 210 线与省道
303 线交汇处）。 路线长 20.9 公里，按双向六车道
城市主干道路建设标准设计。
火风寺隧道为小净距分离式隧道， 左线长
677 米，右线长 707 米，于 2019 年 3 月开工建设，
目前左线已贯通，右线已开挖完成 601 米，预计
下月贯通。

截至目前， 达宣快速通道累计完成路基 81%、
桥梁 52.1%、隧道 41.4%。 项目建成后，对构建达州
市半小时经济圈，拓展城市发展腹地，拉大城市框
架，加速卫星城市建设步伐，将起到重要意义。

第二届四川艺术节四川群星奖决赛在达州举行
9 月 6 日至 7 日， 第二届四川艺术节四川群星
奖决赛在巴山大剧院和达州演艺中心同时进行，来
自全省各市州的 114 个节目被分为四大类展开 8 场
比赛角逐，为达州市民带来一场视听文化盛宴。
6 日下午至晚上， 舞蹈类和曲艺类比赛在巴山
大剧院举行。 由泸州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选送
的舞蹈《心桥》拉开比赛的帷幕。 《老妈的兔》《月儿
弦》
《放牧人》 等一支支舞蹈精彩纷呈；《眉州》《大禹
治水》
《哈哈响》 等地方特色乐器表演赢得观众的阵

阵欢呼和掌声。
7 日，戏剧类和音乐类分别在演艺中心和巴山大
剧院进行。 当日下午，一个个
“
接地气”又不失热度的
有趣故事， 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场视觉盛宴； 当日晚
上， 音乐类第二场比赛相继展开，《风景这边独好》
《白马欢歌》《逆行者》等节目，让现场不时发出阵阵
掌声和叫好声。
据了解，为保证本次决赛公平公正，达州市公证
部门对决赛过程进行了公证监督。

今年中秋月“十五月亮十六圆”
中秋将至，又到一年赏月时。 天文专家表示，由
于今年农历八月中“望”的时刻出现在农历十六，因
此，同去年一样 ，今年的中秋月依然是“十五的月
亮十六圆”，最圆时刻出现在 14 日 12 时 33 分。
十五的月亮为何圆在十六？ 天文专家解释说，

每逢农历初一，我们看不到月亮，叫作“新月”，也叫
“
朔”；到了农历十五左右，我们看到了圆圆的月亮，
称为
“满月”，也叫
“
望”。 根据农历历法规定，
“
朔”所
在这一天为每月初一。 但同是初一，“朔”可能发生
在凌晨，或者上午、下午，也可能发生在晚上，而且
每个朔望月本身也有长有短。 这样，月亮最圆时刻
的
“
望”最早可发生在农历十四的晚上，最迟可出现
在农历十七的早上。 但由于
“
朔”一定在农历的每月
初一，“朔” 之后平均起来要再经过 14 天 18 小时
22 分才是“望”，所以月亮最圆时刻的“望”以出现
在农历十五、十六这两天居多，其中又以农历十六
为最多。
尽管中秋月最圆时刻出现在农历十六的中午，
但这并不影响人们中秋晚上赏月。“是不是最圆的
月亮，对普通人的赏月没有影响。 就肉眼观测来说，
十五、十六和十七的月亮并无太大差别，一样的珠
圆玉润，一样的饱满丰盈，一样的花好月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