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呼吸

体彩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C11 20
阴天间多云
偏南风1- 3级

11 18 C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小雨转阴
偏南风1- 3级

福彩

今日
限行 3 8
明日限行 4 9

28日空气质量
成都（16时）AQI指数 83 空气质量 良
优：西昌、马尔康、康定、攀枝花
良：雅安、资阳、绵阳、德阳、攀枝花、遂宁、巴
中、内江、达州、广安、南充、泸州、眉山、广元
轻度污染：自贡、宜宾
中度污染：乐山

29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5—105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大部分地区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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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肠胃不好别乱吃药
胃肠检查不再痛

“很多胃肠病患者早期不重视病情，或者因
为害怕做胃肠镜检查，就自己买药吃，不到医院，
结果造成病情延误、加重、反反复复，慢慢地就从
炎症发展成糜烂、大面积溃疡、息肉、萎缩，甚至
胃癌肠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96111健康热线李红伟主任说，一旦出现肠
胃不适，还是要第一时间到正规医院做科学诊
治。现在，随着医学发展，胃肠检查已经进入无痛
时代，比如梦幻无痛胃肠镜，睡一觉，5到10分钟就
检查完了，检查中还能同时做微创手术，创伤小，恢
复快，节省费用。还有不插管的“胶囊内镜”，只吃
一颗胶囊，就能一次性把食道、胃、小肠、大肠全部
检查完，一点不漏，非常仔细。此外，还有胃肠体外
扫描（检查息肉、肿瘤、胃肠功能）、碳13幽门螺杆
菌呼气检查、智能胃肠电图（检查胃肠蠕动力）、
MK胃功能四项，这些都不需要插管，没有任何痛
苦，老人、小孩、心脏病、高血压等患者都能做。

李主任提醒，如果出现胃痛胃胀、反酸烧心、
口苦口臭、消化不良、腹泻便秘、黑便血便等症
状，应及时到医院做检查，排除胃肠道重大隐患，
早发现、早治疗。

目前，96111健康热线正开展“胃肠普查公益
活动”，特邀北京、上海、成都三甲医院知名胃肠病
专家；无痛检查全部半价，疑难胃肠病治疗费、手
术费最高援助50%。预约申请电话028-96111。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7035期开奖结
果：3525768，一等奖0注；二等奖15注，每注
奖金17458元；三等奖225注，每注奖金1800
元。（535.69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080期开奖结
果：188 直选：3565（150）注，每注奖金1040
元；组选3：4540（221）注，每注奖金346元；
组选6：0注，每注奖金173元。（160.56万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080期开奖结
果：18842 一等奖：23注，每注奖金10万元。
（2.537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080期开奖结果：735，单选2824注，单
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
元，组选6，3478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
球”第2017035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
28、01、32、06、24、14，蓝色球号码：12。一等奖16
注，单注奖金5671583元。二等奖164注，
单注奖金 81900 元。滚入下期奖池资金
568068720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
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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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有着浓郁怀旧
仿若去到19世纪欧洲的古城记忆，也有
五彩斑斓的海底世界，还有生机勃勃的
原始丛林……自从华西旅游俱乐部成立
以来，不少游客询问什么时候推澳大利
亚线路。千呼万唤始出来，5月，华西旅
游俱乐部精选澳洲东海岸最经典、最有
价值的行程即将出发，让你0自费0购
物，在9天内深度感受澳洲风情！

多元化体验澳洲风情
此次行程，安排了自然奇景、海洋风

情、土著文化、城市浪漫、精彩美食等六
大体验，让你在一次行程中，充分体验，
感受世界两大自然遗产的壮美，学习澳
洲的环保理念，欣赏有趣的农场秀，与考
拉袋鼠亲密接触，感受澳大利亚丰富的
自然资源，享受精致旅程！

你可以在黄金海岸著名的滑浪者天

堂，感受澳洲人不断挑战自我的积极生
活态度。体会好莱坞电影里的黄金海
岸：雪白的浪花、笔直的海岸线、远处高
耸的大楼，极具007的电影感，并漫步在
海滩，感受海风轻拂带来的愉悦，体味海
边的浪漫。你可以在黄金海岸的天堂农
庄，观赏诙谐幽默的剪羊毛秀，与考拉和
袋鼠零距离亲密接触，感受澳洲特有的
珍奇动物。你还可以在当地老师的带领
下学习制作传统的比利茶、丛林面包。
在凯恩斯，你将走进热带雨林，乘坐独有

的两栖水陆两用军车，穿梭在葱茏的热
带雨林之中，或越过藤蔓荆棘，或浮游在
沼泽泥泞，犹如返回到上古时代。行程
安排的多元化，澳洲游玩，不虚此行！

海豚之约温馨时光
除了大家向往的黄金海岸冲浪、大

堡礁潜水，此次行程中的“亲海”环节还
有一个重头戏——摩顿岛国家公园的海
豚之约。摩顿岛让你体会岛上的世外桃
源境界，远离喧嚣，来到静静的小岛，每

日观海听涛，任心情游走无羁无绊。摩
顿岛约20平方公里，绿意葱茏，海岸如
缎带相绕。游客可以入住岛上著名的天
阁露玛海豚度假村，在岛上观日出、日
落。更有机会与每晚如约而至，在岸边
戏水、欢快鸣叫的海豚亲密接触，免费体
验亲手喂食海豚这一难得的经历。不仅
如此，岛上多达40个免费项目供你体
验。你可以给海豚喂食，观赏塘鹅、笑翠
鸟，还可以开启捕鲸站遗迹之旅。这样
的安排特别适合家庭出行，不管是带孩
子来一趟亲子之旅，还是让老人尽享惬
意，都将是一段难忘的回忆。

零自费零购物 享无忧之旅
由于国土辽阔，想要一次旅行了解

到澳大利亚的各种风情，显然并不容
易。华西旅游俱乐部本次推出的“品质
澳洲·黄金海岸9日游”精选澳大利亚东
海岸最经典、最优价值的行程，让你轻松
领略澳洲风情。不仅如此，为了更周到
地服务，我们还特别推出了小包团行程
——每团仅有10人，由拥有多年经验的
金牌领队带队，全程入住市区四星级酒
店，让每位游客都充分体验精致的服
务。在航班时段上，华西旅游俱乐部也
考虑周到，经由中国香港中转，让你免去
长途飞行的疲劳。全程零自费零购物，
完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 谭璩

库兰达雨林。

一价全包 9天轻松体验6种澳洲风情
华西旅游俱乐部精选澳洲东海岸线路火热报名中

品质澳洲·黄金海岸9日游
费用：15300元/人

出团时间：5月13日
报名电话：028-86969128，

86969581，86969036，
86969452

/尝鲜/
共享电马儿现身成都

两个点位初投放200辆

28日中午，记者先下载了共享电
马儿APP。在联系到运营公司后，记者
了解到，原来共享电马儿进入成都市场
还不到一周，目前已经投放了200辆，
分布在岳府街、跳伞塔两个门店点位。

该公司成都城市经理李明鑫说，
其实公司在1月份便进入成都市场，但
当时投放的电马儿是绵阳牌照，且不
符合成都交警对电马儿的管理规定，
因此前期投入的电马儿都被撤回厂
家。

的确，按成都交警对电马儿的管
理规定，电马儿上路前必须上牌，超标
车上临时黄色牌照、合标车上永久绿
色车牌。记者看到，该公司电马儿均
为黄色，挂有川A绿色电动车牌照，

“刚到的新电马儿，并上了合标车牌
照。”

/使用/
拟收费2.5元/小时

定位于3-10公里出行服务

记者尝试进行注册，不仅要输入
用户手机号，也要输入真实姓名和身
份证号，进行实名制验证，绑定支付宝
支付后，便完成了注册。

李明鑫说，这种共享电马儿的单
价超过三千元，目前分为日租和月租
两种，日租价格为34元一天、月租平
均下来每天价格是7元。下一步，该公
司拟进行按小时租赁收费，预计是2.5
元/小时。

共享电马儿上安装有定位装置，
后台也可以检测电量，一旦电量低于
30%，运营人员便会通知用户，将车子
拖回去充电。他说，为了保护车辆和
用户人身安全，每一辆电马儿购买了
保额三千元的车辆险、保额一万元的
用户人身保险。

记者试骑了一下共享电马儿，发
现最高时速能达到25公里/小时，据了
解最远能跑50公里。

李明鑫介绍，共享单车定位是最
后一公里，共享汽车定位是长距离出
行，“共享电马儿定位，应当是3-10公
里的中短途出行。”

如同当初的共享单车一样，出现
伊始便吸引了市民们的目光。28日上
午，在岳府街门店前，多位路过市民询
问了租用价格。

同|步|播|报

拆除共享单车二维码
男子被行政拘留10日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
日前，一段男子在家中破坏共享单
车的视频在网上引发热议。3月
28日，记者从成都双流警方获悉，
破坏单车的男子因故意损毁财物
被行政拘留10日。

3月27日，一段时长仅10秒
的视频火了：在一栋高层住房的阳
台上，摆放着两辆黄色的共享单
车，一个黑衣男子弯着腰，右手不
停地做着敲打的动作。据拍摄视
频的网友介绍，这一幕发生在位于
双流双华路四段的三江悦府小区，
3月26日下午5点左右，拍摄者无
意看到对面楼里出现了两辆共享
单车，一个男子疑似正在用工具对
其进行敲击破坏。

男子家中破坏共享单车一事，
引起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重
视。27日，嫌疑人唐某某被挡获，
民警在其家中查获两辆ofo共享
单车，其中一辆的二维码被破坏。

据了解，唐某某是贵州人，今
年28岁，3月25日，他买菜回家途
中，在成都华阳商业街路口，发现
一共享单车未锁，便骑回家中，为
占为己有，便于以后个人使用，在
家中阳台用榔头和改刀将二维码
拆除。唐某某因故意损毁财物被
行政拘留10日。

满大街的共享单车，你用过么？相信很多人都体验过，单车攻占成都街头后，共享汽车也来了，又掀起一
股潮流。但是，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已经不算什么新奇玩意儿，因为，共享电马儿也来了！

3月28日，一批黄色电动自行车出现在成都街头，挂着川A绿色电动车牌照，路人纷纷瞩目。和共享单车
类似，它用APP查看位置、手机支付、限速25公里、能跑50公里，实名制注册，定位服务于3-10公里的中短
途出行。那么问题来了，这样的电马儿你觉得怎么样？

共享单车、共享汽车……共享经济方兴未艾

共享电马儿闯成都
实名注册，最远跑50公里

用与不用 网友热议

网|友|声|音

有人支持，有人反对
28日下午，华西都市报官方微博发

布共享电马儿再现成都街头稿件后，引
发网友热议，记者梳理发现，对共享电马
儿的态度，网友们明显分为两拨。

部分网友觉得共享电马儿很方便，
网友@WATEr-桶评论称，“好可爱，很方
便啊，不过要管理好啊，很怕被偷。”

但是，另一部分网友认为，成都已经
够拥堵了，再来了电马儿，会更堵。还有
不少网友担心，在哪儿停车，要是被偷了
怎么办，要是没电了怎么办，网友@茕婴
婴便有这个担忧，“万一我扫描给了钱没
有电了怎么办？”

相|关|新|闻

共享电动车未达标
1月份曾被禁止上路

今年1月，不少成都市民发现，一辆
辆黄色外地牌照的电瓶车现身街头，与
共享单车一样，都提供扫码付费使用。

不过1月17日下午，有两辆停在市
二医院地铁站附近的电动车，因乱停放
被交管部门拖走。

1月19日，华西都市报记者从成都
市交管局了解到，已约谈该电动车所属
公司相关负责人。此外，该电动车因未
达标，已禁止上路运行，违规驾驶将受到
相应处罚（本报曾报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智
实习生 昔兴琪摄影 刘陈平

/问题/
APP显示充电桩
实则仍在设置中

在实际使用中，记者发
现，使用共享电马儿需要缴
纳押金。李明鑫告诉记者，
和共享单车一样，用户使用
共享电马儿需要缴存一定
押金，“如果用支付宝，只需
缴纳399元押金。”

28日上午，在实际体验
中，记者发现APP上显示的
电马儿点位和充电桩点位，
实际上都还没有布置好。

如果用户日租或者月
租电马儿，电马儿没电了怎
么办？他说，目前只能让用
户带回小区充电，或者交给
公司充电。

但是，他解释说，公司
刚刚进入成都市场，下一
步，该公司将参照共享单
车，将共享电马儿投放到更
多具体点位，布置更多的充
电桩点位，并且在APP上实
时显示。

◀3 月 28 日，共
享电动车现身成
都街头。

共享电动车挂有川A绿色电动车牌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