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难忘：熊猫崽崽抓奶瓶
保育体验活动当天，除了向饲养

员学习用苹果“钓猫”外，李·佩斯还在
基地月亮产房、大熊猫幼年园、熊猫厨
房等场馆，向网红奶妈梅燕学习喂“瓶
瓶奶”的方法。

随着奶妈梅燕用四川话喊着“喝
奶奶喽”，原本在运动场四处玩耍的大
熊猫崽崽们都机灵地跑到她附近，坐
在草地上等着喝“瓶瓶奶”。在梅燕的
指导下，李·佩斯小心翼翼地将奶瓶递
到熊猫崽崽的嘴边，崽崽们急不可待
地将奶瓶拿到嘴里吮吸起来。“它们握
着奶瓶吃奶的样子我终生难忘。”李·
佩斯说。

当天，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
主任张志和博士向李·佩斯先生授予

“成都熊猫形象大使”证书。

最期待：晚上去吃火锅
第一次来成都的李·佩斯，在接受

媒体采访时尽显吃货本色。“我昨天晚
上刚到，现在还没来得及吃火锅。我
今晚想去吃火锅。”来自德克萨斯州的
他显然对川菜十分感兴趣，“我们那里
也经常吃辣的东西，所以我很期待吃
火锅啊！”

直播：“封面新闻，你好”
在本次活动中，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进行了全程直播。各路粉丝猛追
李·佩斯的场景，在一个小时的直播中
时时出现，可见其人气之高。在接受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
李·佩斯微笑着向直播观众们问好：

“The cover，hello！（封面新闻，你
好！）”当天，封面直播《直击精灵王李·
佩斯出任熊猫大使》系列两场直播，微
博累计20万人观看，网易3万人观看，
腾讯1万人观看，今日头条1万人观看，
累计25万人次观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雪
摄影 胡瑶

“封面新闻，你好”
“精灵王”李·佩斯
出任成都熊猫形象大使

2月21日，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联合保护国际基金会（简
称CI）共同邀请国际知名影星李·佩斯，赴基地参加大熊猫饲

养员保育体验活动，并授予其“成都熊猫形象大使”称号。
李·佩斯因出演《霍比特人》中的精灵王一角，被中国影迷所熟

知。热爱公益事业的他此次来成都参与大熊猫保育活动，是想呼吁全
球共同关注地球生态坏境，保护大熊猫。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李·佩斯。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柳锋）林
麝、扭角羚本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却
被彭州两男子端上餐桌、甚至卖给了
游客。21日，记者从彭州法院了解到，
不到一年时间，这两名男子先后猎杀
了4只国家一级、二级保护动物，法院
分别判处两人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和
有期徒刑八年。

“听说铁厂边的那个山上有野味，
我们两兄弟也去整点来补一下身体？”
一次酒桌上，彭州男子刘某的提议，当
即得到赵某附和。随后，两人在就近
市场采购捕猎夹子、钢绳、尼龙绳等工
具后，前往彭州市小鱼洞镇附近的山
上，安置捕猎钢绳套、捕兽夹等。

几天后，一只“野羊”被捕兽夹夹
住，两人将其剥皮肢解后，运回家中食

用。没吃完的放在赵某家冰柜中，通
过农家乐以每斤约55元的价格卖给外
地来的游客。

去年底，彭州市公安局接到群众
匿名举报，当即展开调查。民警在刘
某家中搜到专门用于打猎的枪。经
查，这并不是赵某和刘某的唯一一次
作案。从2015年10月份开始，两人先
后猎杀了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林麝一
只、扭角羚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傲
羚一只、班羚一只。

近日，彭州法院审结此案。赵某
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刘某
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罪，犯非法制造、持有枪支罪，数罪并
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

猎杀国保动物彭州两男子获刑

背景背景

2月21日下午，在水务局请
来的专家引领下，记者探访了昌
源水业生产线。在消毒车间，一
台二氧化氯发生器正在运行，旁
边的配电箱从内到外生满了铁
锈。“像这种配电箱，根本就不能
用了，容易发生安全事故。这台
发生器的型号也很老，满足不了
消毒需要，早就应该更新换代
了。”专家看了一眼旁边的搅拌
器，发现里面插着一根木棒，同
行的水厂工人说，搅拌器坏了没
修，现在用手搅。

“这个要马上修好。”专家解
释说，人工搅拌很难充分，配料搅
得不均匀，制的消毒剂就难达标。

车间的一个角落里，堆放着
许多塑料桶，旁边墙上写着“盐
酸”，另一旁的两扇窗户大开。

“危化品怎么能这么存放？”专家
建议冯志平，用一间屋子专门存
放，窗户要做防护栏，室内要安
装探头监控。

在生产车间，3台电机发出
“嗡嗡”轰鸣声，加起来总功率仅
235千瓦。“数量少、功率小，勉强
能日供水1万吨。”专家说，按照
正常的要求，至少还应该有一台

热备电机，平时与其他电机轮换
交替运行，有电机发生故障后立
即替换，“像现在这样，连救急的
都没有，一旦哪台电机坏了，就
会引发大面积停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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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

今日
限行 3 8
明日限行 4 9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7020期开

奖结果：6188900，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
500 万，二等奖 19 注，每注奖金 14488
元，三等奖 162 注，每注奖金 1800 元。
（822.5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中国体
育彩票排列3第17045期开奖结果：735
直选：5680（321）注，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 3：0 注，每注奖金 346 元；组选 6：
19290注（554），每注奖金173元。（320.1
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中国体育彩票
排列 5第 17045 期开奖结果：73517 直
选：49注，每注奖金10万元。（2.68亿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21日空气质量

成都（16时）
AQI指数 36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西昌、宜宾、眉山、广安、乐
山、内江、遂宁、巴中、泸州、资阳、南
充、自贡、达州
良：攀枝花、德阳、绵阳、康定、广元

22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1—71
空气质量等级 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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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
“3D”第2017045期开奖结果：679，单选
787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单
注奖金346元，组选6，1660注，单注奖金
173元。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双色球”第2017020期开奖结果：红色
球号码：31、12、04、08、33、10，蓝色球号
码：10。一等奖4注，单注奖金8928802
元。二等奖87注，单注奖金225793元。
滚入下期奖池资金1016040400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
的结果为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丁伟）
2 月 20日，夹江县政府发布公
告，对夹江县昌源水业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昌源水业”）实
施临时接管。公告称，昌源水业
长期管理不善，未能满足城市正
常供水需要，县城供水区多次发
生大面积停水事故，严重影响社
会公共利益和安全。

2月18日，夹江县城再次出
现大面积停水。“动不动就停水，
正常生活被搞得一团糟。”夹江
居民陈华说，最近两年多来，县
城经常停水，特别是去年下半年
以来愈发频繁。据夹江县水务
局统计，仅去年5月4日至今年1
月25日的近9个月里，县城停水
事故就有26次。

作为夹江县城唯一供水企
业，昌源水业受市民诟病已久。
据当地县长热线统计，近年来针
对昌源水业的投诉达 117 条。
其中，2016年至今约1年里达到

高峰，仅书记县长信箱、县长热
线就接到了59条。而在民间，
每次停水后，微信朋友圈都会出
现对昌源水业的口诛笔伐。

“相关部门针对投诉进行了
调查。”夹江县水务局局长冯志
平介绍，昌源水业在6个方面存

在突出问题：供水管网老化、陈
旧，供水设施不符合标准，没有
备用水源，部分人员缺乏资质，
长期拖欠高额水资源费，服务上
存在乱收费等。调查认为，这些
问题均系昌源水业管理不善所
致。

为解决问题，当地多次召
开用水协调会、现场办公会，责
令昌源水业整改。“但企业一直
未落实整改事项。”冯志平说，
为保障市民饮用水安全，根据
《四川省城市供水管理条例》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夹江县
政府于2月20日依法临时接管
了昌源水业。

目前，夹江县政府已派工作
组入驻昌源水业调查，该县水务
部门则负责组织企业生产，确保
供水正常。而昌源水业负责人
卢某、毛某、李某，因涉嫌重大责
任事故罪，已被夹江警方刑拘。

9个月停水26次

供水企业被政府接管
夹江昌源水业3负责人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刑拘

昌源水业在夹江千佛岩景
区外不远处，紧邻青衣江河堤。
2月20日政府临时接管后，夹江
县水务局局长冯志平兼任了自
来水厂长。据冯介绍，昌源水业
前身夹江县自来水厂建于1991
年，2003年重组后曾进行升级
改造，2008 年由昌源水业接
手。作为县城唯一的供水企业，
其设计日供水能力3万吨，设计
供水人口10万人。

但现实是，企业日供水能力
仅约1万吨，实际供水人口约4
万人。夹江县政府《公告》将此
表述为：“未能满足城市正常供
水需要，县城供水区多次发生大

面积停水事故。”相关部门调查
后认为，昌源水业长期管理不
善，主要存在6个方面较为突出
的问题。

一是供水管网陈旧、老化，导
致水压不够、水量不足。二是供
水设施设备不符合标准，自备电
源不能保证正常生产，自检能力
未达到国家标准。三是没有备用
水源，一旦发生自然灾害等事件，
县城将无水可用。四是12名供
管水人员，只有8人持有《健康
证》。五是目前仍拖欠2015年度
水资源费9.2万元，2016年度水
资源费24万元。六是供水服务
上存在乱收费、态度差等问题。

供水公司
为何这样

沉淀池里捞出死鸟

水
危化品随意

堆放，配电箱上
锈迹斑斑，沉淀
池 里 捞 出 死 鸟
……2 月 21 日 ，
降温后的夹江县
城颇为阴冷，华
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来到县
城西边的昌源水
业，公司内一片
破败景象。就在
一天前，因“严重
影响社会公共利
益和安全”，昌源
水业被夹江县政
府临时接管。

“我们正在
着手规范管理，
确保供水系统正
常运行。”夹江县
水务局局长冯志
平说，除了一系
列 临 时 应 急 措
施，当地将加快
供水基础设施建
设，确保今年底
前完全解决县城
居 民 的 用 水 问
题。

更换设施先应急
加快建设新水厂

“多为我们把把脉，开出药
方子，马上就改进。”对于专家
的建议，冯志平不断点头，然后
记下来。冯志平说，20日下午
刚接管时，生产线上的情况更
糟糕，甚至在沉淀池里捞出了
一只死鸟。政府临时接管后，
已经对环境卫生打扫了一遍。
接下来，将紧急更换必要的设
备、管网，确保企业照常运行、
正常供水。

“同时，协调县城附近的界
牌水厂，每天增援1200吨水。”
冯志平介绍，除用治标的方式
缓解当务之急，县上还将用治
本的方式加快供水基础设施建
设。其中，占地60亩、计划总
投资9500万元的青衣供水厂
项目将于今年上半年开建，预
计明年底全面投产后可日供水
5万吨，满足县城及周边15万
人的正常用水。

此外，还将加快推进城市
供水管网建设，将现在的铸铁
管、水泥管、PVC管逐步淘汰。

前身系夹江县自来水厂
2008年由昌源水业接手

现场现场 配电箱里外生满铁锈
搅拌机坏了用木棒搅

整改整改

涉嫌重大责任事故

昌源水业
3人被刑拘

昌源水业被接管后，记者
多次试图采访企业负责人，但
企业法人代表卢某、总经理毛
某电话均为关机。2月21日晚，
记者从夹江县公安局获悉，卢
某、毛某、副总经理李某等3人，
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已被
当地警方依法刑拘，案件目前
仍处于侦查阶段，暂无法接受
媒体采访。

早在去年10月27日，连续
多天大面积停水后，当地电视
台报道了此事。家住县城体育
路某小区6楼的赵女士说，
2016年以来，家中停水成为常
态，“2016年春节大年三十，家
里再次全面停水，团圆饭只能
吃面包，连水都没喝的。”

昌源水业总经理毛某曾表
示，将加大投入解决问题。“光
说不练，从来没有落实过。”冯
志平说，好在现在政府及时出
手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丁伟

处罚处罚

夹江县政府公告。

夹江县工作组入驻昌源水业展开调查。

配电箱锈迹斑斑。

生产车间只有3台电机，应急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