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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知冷暖

9日空气质量
成都（17时）
AQI指数 92 空气质量 良
优：康定、马尔康、西昌、巴中
良：南充、绵阳、广安、雅安、自贡、资阳、广元、
遂宁、内江、眉山、乐山、达州、德阳、攀枝花、
泸州、宜宾

10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03—113 空气质量等级 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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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公益援助
种植牙免费送

还在为缺牙烦恼？还在纠结种不种牙？虽说
一口好牙、健康无价，但对很多缺牙老人来说，种
植牙费用仍然是一笔不小的负担。

新年伊始，当然要一口好牙！为关爱缺牙市
民，厂家联盟100万援助计划正式启动。市民可
拔打96111，申请半价种牙优惠，先约先得。
缺牙，优选种植牙

牙缺失后，选择什么修复方式呢？种植牙以
其无法比拟的优势，成为缺牙者的首选。其最大
的优势在于：一次种植可终生质保。不会磨损健
康邻牙，避免了普通修复时间长、风险高、多次往
返奔波和劳民伤财等弊端。同时，通过种植修复，
其美观、舒适程度及咀嚼功能的恢复，也是普通修
复无法比拟的。
厂家100万援助，种植牙包干半价

为回馈广大缺牙市民，在“厂家联盟100万援
助”活动期间，拨打96111预约的市民，可享种植
牙半价包干的活动优惠，包括种植体、基台、牙冠
在内的整颗牙齿！更有免费种植牙等你来抢！
建立口腔档案，享多项目终生免费

即日起，即可拨打96111，预约半价种牙名
额。建立口腔健康档案的市民，可享终生免费口
腔检查，终生免费保健洁牙，免费补牙，终生免费
口腔健康评估！只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前往指定医
院即可建档，请拨打电话96111咨询！

华西“3·15”再度重拳出击
封面新闻带给你全新维权体验

“买家秀”与“卖家秀”相差甚远，
想要退货却遭遇百般刁难；去超市买

“旺仔”牛奶，仔细一看，是“wangzi”；
看上一款紧俏车型，后付款的都拿到
了车，而自己还在傻傻地等，原因就是
自己没加价……

被称为“上帝”的消费者，在真正
的消费过程中，却屡屡被“挖坑”。有
人嫌维权麻烦，只得自认倒霉；有人坚
持要说法，却只是“追回一只鸡，得杀
一头牛”。消费者们不禁感叹，维权为
何这么难？

作为全国第一张都市报，华西都市
报始终坚持“责任至上，公信天下”的办
报思想，我们一直关注消费领域的维权
报道，尤其在“3·15”期间，我们更是强
势出击，整合社会各方力量，向消费中
的潜规则叫板，维护消费者的尊严。

今天起，我们将再度重拳出击，给
你做“上帝”的底气。今年，封面新闻
也将强势加入“打假联盟”，封面新闻
VR技术团队、封面直播团队将用其最
新技术，让维权过程更透明、更阳光。

首届VR版“3·15”晚会
让消费者离维权现场更近一步

过去，多数普通消费者只能隔着
屏幕、透过报纸，来“围观”维权。随着
技术的发展，消费者将不再只是“吃瓜
群众”。

你一定还记得2016年那台“万众
直播·华西3·15晚会”。当时，多达数
万人通过视频网站爱奇艺、华西都市
报新闻客户端以及华西都市报官方微
博，同时在线收看了房产汽车和视频
安全消费维权论坛直播。

今年，我们将再次打破常规模式，
让你离维权现场更近一步。

如果你错过了鸡年春晚的VR直
播，那么，就千万别错过华西都市报和
封面新闻共同举办的首届VR“3·15”
晚会。

3月17日，封面新闻VR团队将
利用VR技术制作帮助消费者维权、
曝光不法商家的视频，让你身临其境
地感受维权过程。同时，晚会现场还
会有更多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的
VR体验活动，消费者可以通过VR身
临其境感受诚信企业的“透明工厂”。

此外，在平时的维权过程中，我们
也将植入直播技术。封面直播团队的
主播们将带你一起参与曝光过程，拒
绝一切套路，让消费变得更透明。

随手拍下雷人“李鬼”
神秘奖品等你来拿

春节收到一堆礼品，仔细一看，总
觉得哪里不对：康帅傅、雷碧、白事可
乐、营养决线……一个个山寨名字，让

人防不胜防。
今天起，我们将开启“上封面，晒

李鬼”互动活动，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
雷人“李鬼”，可以通过封面新闻APP、
微信、微博等入口爆料，把“李鬼”原形
发给我们，我们将联合相关企业以及
权威部门，一起将它打回原形。根据
你的爆料情况，我们还准备了神秘奖
品哦。

除了山寨货，网络消费以及房产、
银行、汽车、电子商品、家装、百货、医
疗美容、教育、金融等也将成为我们的
重点关注领域。

此外，我们还将联合百度、一财等
发布《消费者白皮书》，并分析大数据，
检测消费者权益保护行为，发布《315
热词云图》等数据报告，利用大数据工
具，全方位揭示消费者权益保护现状，
提出更好的保护措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崔江吴冰清

成都将建第三水源地初步选址大邑境内
建成后，将和李家岩水库、都江堰应急水源一起，形成成都三大水源供给基地，改善缺水现状

“维权先‘封’华西-封面3·15诚信消费在行动”今日强势启动

VR直播 维权
让消费者不过“假节”

3·15
预订的双人房莫名“缩水”了，一家四口只能挤一张1.2米的单人床；买“旺旺大礼包”送朋友，包装上的小人头发剪

短了，皮肤晒黑了，原来是个“山寨”货；专门买了1个G的流量包抢红包，结果红包没抢几个，手机却欠费停机了……
春节期间，囧事连连，让人不由得感叹“过了个假年”。没关系，我们还你一个真的“3·15”！

“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即将到来，但我们的维权不只在这一天。即日起，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联合工商、
食药监、质监等权威部门，重磅推出“维权先‘封’华西-封面3·15诚信消费在行动”，24小时全方位多渠道倾听消费
者的声音，运用VR、直播等新手段切实直击维权过程。

2017，让我们一起维权到底！

四大渠道
24小时等你投诉
如果你在消费过程中权益受

到了侵害，我们24小时多渠道等
待你的倾诉，并在第一时间派出
记者帮你维权。

重拳出击
成都查处

家居行业违法案65件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广

告中宣称“最超值”，却无法拿出证据；
打着知名品牌的旗号，却是假冒伪劣商
品……近期，成都市工商局立案查处了
65件家居行业违法案件。

2017年1月6日，都江堰市市场
和质量监管局执法人员在检查时发
现，某床垫经营店的店堂广告上标有

“美国XX床垫 全美销量第一”字样，
经调查，该广告内容为店家自行拟定，
不能提供印证材料。因涉嫌发布虚假
广告，该商家被工商部门责令整改并
处以罚款。

自“红盾春雷行动2017”启动以
来，家居行业违法广告行为一直是重
点治理对象。近期，成都市工商局还
查处了某家居公司利用网络发布含有

“史上最超值11元家装大礼包疯狂抢
购”等字样的虚假广告案，对广告发布
者处以罚款20万元。简阳市工商质
监局查获涉嫌假冒“立邦”、“多乐士”
厂名、地址、商标的不法商家，收缴假
冒产品133桶，案值2万余元。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月底，成都
市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共立案查处家
居行业违法案件65件，主要包括涉嫌

“傍名牌”和商标侵权8件，涉嫌虚构
企业荣誉、销量及排名以及对产品质
量、价格、功能用途等信息作虚假表示
13件，涉嫌其他规范市场竞争行为9
件，无照经营11件，销售不合格商品3
件，收缴了一大批“假牌匾、假证书”。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033期开奖结
果：785 直选：2444（125）注，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 3：0 注，每注奖金 346 元；组选 6：8271
（674）注，每注奖金173元。（245.3万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033期开奖结
果：78566 一等奖：89注，每注奖金10万元。
（2.69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7016期：
3002012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7016期：
331010003313

足
彩

参与方式

电话爆料：028-96111

网上留言：下载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客户端，进入互动投诉留言

微博爆料：关注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新浪微博后私信发
送投诉内容

微信爆料：关注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公众号直接发送投
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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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四川省水利系统会有哪
些“动作”？2月9日，2017年全省水
利工作会在成都召开，四川省水利系
统按照“十三五”四川水利工作总体
要求，力争新增和恢复蓄引水能力1
亿立方米，新增有效灌面 120 万亩，
完成投资 260 亿元以上，基本完成

“再造一个都江堰灌区”建设任务。
今年内，省内包括沱江、岷江在

内的十大主要河流将实行双河长制。
对于成都来说，还有一个重大利

好：将建第三水源地，初步选址在大邑
境内。作为第二水源地的李家岩水库
和第三水源地建成后，将和都江堰应
急水源一起，形成成都三大水源供给
基地，逐步改善区域性缺水、工程性缺
水、水质性缺水和配置性缺水现状。

权威
发布

制图 高翔

第一水源地：都江堰
随着城市人口的不断增加，仅

靠都江堰灌区的水源已无法满足成
都市的用水需求。

第二水源地：李家岩水库
位于崇州市怀远镇境内，2016

年 10 月开工，主水源为文井江，投
入使用后每年可供水2.7亿立方米。

第三水源地：三坝水库
初步选址大邑境内，成都市水

务局透露，第三水源三坝水库建设
前期工作将加快推进。

成都
大水源地3

关键词 水源地
推进成都第三水源三坝水库建设

去年10月9日，李家岩水库工程开
工。该水库将成为城市应急备用水源，
以增强城市应对突发公共水危机事件
的能力，也被称为成都市第二水源地。

李家岩水库坝址位于崇州市怀远镇
境内，主要水源为文井江，可控制流域面
积352.6平方千米,按照规划，总投资
49.64亿元，总工期为54个月。工程投
入使用后，每年可向周边供水2.7亿立方
米。其中，每年为成都市城区供水1.43
亿立方米，相当于108个锦城湖库容。
同时还能提供0.42亿立方米应急备用
水量，可满足成都中心城区至少30天、
人均70%用水定额的应急水源需求。

在全省水利工作会议上，成都市水
务局表示，成都就构建水生态文明城市
建设成都格局做了计划安排，第三水源
三坝水库建设前期工作将加快推进。

关键词 河长制
省内十大主要河流实行双河长制

接下来的水利工作中，落实河长制
无疑是重点之一。会后，记者从省水利
厅获悉，四川的省级十大主要河流将实
行双河长制。每条省级河流皆设立两
位河长，均由副省级领导担任。

目前，省级十大主要河流已着手编
制河长制实施方案大纲，其余河流在今
年6月底前完成大纲编制，并在年底出
台。同时，全省河长制相关制度及考核
办法将在明年 6 月底前全部编制完
成。上述省级十大河流分别为：涪江、
嘉陵江、渠江、雅砻江、青衣江、长江(金
沙江)、安宁河、沱江、岷江、大渡河，皆
属流域面积较大、流域人口较多、生态
功能相对重要者。

根据此前公布的方案，四川河长制领
导小组组长由省委书记担任，总河长由省
长兼任，小组办公室设在四川省水利厅。

关键词 水利工程
确保两处大型工程年内开工建设

四川省水利厅厅长胡云介绍，今年
将继续开展水利工程“项目年”相关工
作，完成引大济岷工程规划，全面启动长
征渠引水、罐子坝水库及灌区工程规划。

同时，将确保年内开工向家坝灌区
一期、凉山州大桥水库灌区二期2处大型
工程，加快建设毗河供水一期、升钟水库
灌区二期等69处大中型工程。其中年内
基本建成金堂东风水库、什邡八角水库、
雅安铜头引水3处中型工程。另外，将全
力推进紫坪铺水利枢纽、武都水库、龙潭
水库等已完工程的竣工验收工作，盐源
龙塘水库、万源固军水库、亭子口灌区、平
昌江家口水库4处“172”项目以及叙永永
宁水库、通江青峪口水库、成都三坝水库
等纳入全国“十三五”水利发展规划的大
中型项目前期工作也将推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033期开奖结果：114，单选538注，单注
奖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
组选6，1004注，单注奖金173元。中国电脑
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17015
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8、01、32、09、17、14，
蓝色球号码：01。一等奖 4 注，单注奖金
9713530 元 。 二 等 奖 101 注 ，单 注 奖 金
283343 元 。 下 期 一 等 奖 奖 池 累 计 金 额
976589244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
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