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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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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冰清

26日空气质量
成都（16时）
AQI指数 42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攀枝花、康定、雅安、乐山、
宜宾、自贡、内江、眉山、资阳、遂宁、泸
州、西昌、巴中、南充、广元、广安
良：绵阳、德阳、达州

27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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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地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您有缺牙拖延症吗？
缺牙选种植牙，当天种当天用

不少人认为：年龄大掉牙是正常的、缺一两
颗没关系不影响吃饭、掉多了再一起补，总是忍一
忍、拖一拖，到后来缺牙越来越多，基本的饮食都
成了难题，身体疾病一个接一个，多花钱还受罪。

10多分钟种植牙，时间更短
种植牙有独立牙根、咀嚼力可媲美真牙，

成为修复缺牙的优选方式。同时，种植牙是在
牙龈上环切出3-4毫米微孔，精准植入种植
体，出血少，恢复快，将创伤降低到极小程度。
口内条件好的，先做好口内消毒、麻醉等准备
工作，再植入种植体、上基台，只需10多分钟。

当天种牙当天用，恢复期更短
不少缺牙者饱受缺牙不能吃饭的痛苦，希望

能尽快装牙吃饭。还有不少门牙缺失的，希望尽
快装牙恢复美观。只要牙骨条件好，这些都能实
现。这不仅减少了治疗次数，也能早日享受美食。

种植牙包干价，费用更省
为让更多缺牙者早日恢复口腔健康，种植牙

包干特价：含进口牙根、基台、牙冠、手术费在内，
能节省很多费用，不用担心种牙不必要的花费。
缺牙半口/全口的，也可选种植2颗/4颗修复，让更
多半口/全口缺牙者也能通过种植恢复咀嚼功能。

健康热线：028-96111。提前电话预约，
可享免费口腔拍片检查、免费制定种植牙方
案、免费术前洁牙。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7073期
开奖结果：07、18、28、31、33、01、02，一等奖3
注，每注奖金1000万元。一等奖追加0注；二
等奖43注，每注奖金238884元。二等奖追加
13注，每注奖金143330元；三等奖451注，每
注奖金8543元。三等奖追加169注，每注奖
金5125元。（37.44亿元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170期开奖结
果：544 直选：3215（119）注，每注奖金1040
元；组选3：3356（194）注，每注奖金346元；组
选6：0注，每注奖金173元。（592.7万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170期开奖结
果：54418 一等奖：72注，每注奖金10万元。
（2.68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7089期：

13331101330010。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
球第17089期：31301111。中国体育彩票足
球6场半全场第17089期：331331110031。

特别报道

禁毒一线
“最大困难是语言关”

李勇在彭州公安局禁毒大
队工作，今年4月初，他接到调
往凉山参与禁毒案侦的命令。
按照援警工作机制的计划，李
勇要在这里工作半年，并且编
入当地禁毒警队，和当地民警
并肩战斗。

李勇被编入西昌市公安局
某派出所从事涉毒案侦工作。
他告诉记者，到了凉山禁毒一
线后，总的感觉是这里的禁毒
工作更为具体，各方面条件也
艰苦得多。已经工作两个多月
的他，最大的困难是语言关，在
具体办案过程中和少数民族群
众怎样交流，一度让他很苦
恼。好在混编到具体警队后，
得到当地警察的帮助，自己也
在不断的学习，目前已经慢慢
克服了这个困难。

“在生活条件上，其他单位
的援警兄弟，比我艰苦的人还
很多，特别是到东五县的。”李
勇说。记者了解到，布拖、普
格、金阳等几个县是凉山州打
击涉毒犯罪的重点区域，当地
经济条件相对落后，援警警员
办案条件更为艰苦，不但要克
服饮食习惯和气候差异的困
难，而且经常连热水澡都不能
保证。

一次抓毒
“深感毒品对人伦的摧残”

西昌一直是凉山州打击毒
品犯罪的前沿阵地。李勇的禁
毒工作非常具体，主要任务是
堵源截流和打击零包贩毒犯
罪，并追溯源头进行彻底打击。

到凉山两个月，李勇已经
参与了好几个案子的侦破工
作。让他印象最深的是5月底
的一次抓捕毒贩行动。

5月25日他接到线报，有
个叫奉某的人贩卖毒品。他和
自己的警组一路跟到德昌县将
奉某抓获，当场从其身上搜出
海洛因20多克。连夜审讯时，
奉某交代了自己的上家在攀枝
花某地。随后交代的内容，让

从事禁毒工作不久，当时坐在
审讯桌对面的李勇心灵很受冲
击。

“他说，父亲前天刚过世，
正好领到了一笔丧葬费。后事
还没安顿好，就拿着这笔丧葬
费去买了毒品，迫不及待吸
食。我当时感触真的太深了，
毒品可以让一个人完全丧失道
德，对人伦的摧残实在是太让
人痛心了。”李勇说。

第二天，李勇和同事马不
停蹄赶往攀枝花，在一个广场
盯住了一个绰号“吉孃孃”的毒
贩，这个上家反侦查能力很强，
把毒品封起来藏在折叠伞里
面，在广场上转悠了1个多小
时，最终她被蹲守的民警人赃
俱获，现场缴获海洛因60多克。

执行任务
“每次背筐生鸡蛋”

作为“援警”的一员，李勇
两个月来只回过一次彭州的
家，其他时间都在禁毒案侦，工
作非常的忙碌。

作为四川省公安厅援警工
作机制的一名具体参与者，李
勇们充实了凉山禁毒工作的队
伍，而另一方面，这些援警也在
具体的禁毒工作中，学到了很
多实用的办法。

一位在凉山州东五县的援
警就讲到一个有意思的细节，
当地地理条件恶劣，特别是一
些交通非常不便的边远山区乡
镇，成了涉毒犯罪人员的活动
地带，而且毒贩都习惯在流动
的车上进行交易。

这位援警就发现一个现
象，当地县禁毒大队的民警每
次去执行任务时，总要背着一
筐生鸡蛋，刚开始他很疑惑，以
为是可能到偏远地区需要长时
间蹲守甚至熬夜，鸡蛋可能是
用来吃的。

终于有一次抓到了正在车
上交易的毒贩，这位援警才找
到答案：毒贩开车想跑。禁毒
民警拿起筐里的生鸡蛋，一个
接一个砸向车子的前挡风玻
璃，砸的全是蛋黄蛋清，而雨刮

器短时间是刮不干净的，毒贩
被挡住了视线，最终被成功抓
获。而像这样的土办法，在实
际工作中还有很多。

知/多/点
什么是“援凉警队”？

2015年10月，四川省公安
厅根据开展凉山禁毒的相关重
要指示，开创了“援凉警队”工
作机制，从省内17个市抽调禁
毒民警组建4批次援凉警队，
抽调的援警编入凉山州各县
（市）公安禁毒部门和重点派出
所，和当地禁毒警察一起开展
工作，重点内容包括涉毒犯罪
的大案侦破、外流整治等等。

“援凉警队”机制计划运行时间
为2年。目前，运行1年半以
来，已查办涉毒大案110余件，
抓获相关人员300余名，查获
毒资1000多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李逢春实习生 钟晓璐

华西都市报讯（刘云涛 记
者 田雪皎 摄影报道）6月26日
上午，在资阳市城区经商的屈国
财，仅花了半个小时，就将一对
双胞胎女儿的户口从南充迁入
雁江区宝台镇，他成为了全川首
例享受到“省内一站式”户口迁
移便利的办理者。

“没想到一会儿就办好了，
还来得及赶回去开店。”上午9
时许，拿到新户口本的屈国财很
是开心，之前他准备关门歇业来
专门跑这个手续的，“没想到新
政策下来了。”

这不是屈国财第一次办理
户口，几年前，为妻子办理户口
迁移曾让他辗转奔波1500多公
里。屈国财的妻子是乐至县人，
刚结婚时为了将妻子户口迁入
南充，屈国财在资阳乐至、南充

仪陇来回跑了好几趟才办妥。
后来，双胞胎女儿出生，落户

南充仪陇。眼看着女儿一天天长
大了，到了入学年龄，夫妻俩也用
多年的积蓄在雁江买了房，为了
一双女儿不当“留守儿童”，打算
把女儿的户口迁移到雁江。

他到社区咨询时，得知户口
迁移办理启用了“省内一站式”
服务便民新举措。26日，他带
齐所需手续和资料，早早地来到
宝台路派出所，半个小时就办好
了迁入手续，拿到了新户口本。

“省内一站式”是什么？
是指户口登记在四川省的

居民，申请将户口迁移到省内其
他地方落户时，只要符合当地现
行户口迁移政策且相关资料手
续齐全的，直接到辖区派出所户
籍窗口办理迁入，不需要迁出地

办理迁移证。
一、办理流程
1、受理（迁入地辖区派出所

户籍窗口）。2、审批（辖区派出所

对符合迁入条件的，按照审核审
批网上流程，提交县级公安机关
户政部门审批）。3、落户（通过审
核后，辖区派出所打印新户口本）。

二、不能办理的情况
1、存在户口真伪存疑、户口

被冻结的。2、存在户口相关信
息需进一步核查、有违法犯罪嫌
疑正被立案调查、不按要求进行
居住登记的。3、省内大中专学
生户口迁移、16岁以上在省级人
口信息系统中无身份证照片信
息的。

三、重要提示

1、服务对象是四川省户
籍居民。2、户主必须满 16 周
岁。如果迁移后，原户口内只
剩下未满16周岁人员，则原户
内的成年人不得全部迁走。
3、整户中户主申请迁入的，原
户主需到现场。4、办理一站
式之前，请确保已进行了居住
登记。

毒品犯罪数量上升
不容忽视

莫红庭长介绍，自去年
“6·26”以来，全省法院一审共
受理毒品案件 9307件 12488
人，审结8357件10628人。共
判处毒品犯罪人员7553人，判
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犯罪人
员1107人，重刑率14.66%，约
为同年全省刑事犯罪总刑率
（7.51%）的一倍。

从审判工作情况来看，四
川省内当前的毒品犯罪主要
呈现以下特点：一是案件数量
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二是源
头性犯罪和末端犯罪均呈增
长趋势，即制造毒品案件数和
零包贩卖毒品、容留他人吸
毒、非法持有毒品等都呈现增
长趋势；三是毒品犯罪方式多

样化，涉毒人员喜欢利用互联
网手段进行犯罪。还有，涉案
毒品种类多样化和涉毒次生
犯罪危害突出。

涉毒次生犯罪频发
危害极大

“被告人唐某系长期吸毒
人员，案发前多次吸食毒品，并
出现幻想、被害妄想症状，多次
对其他吸毒人员进行残暴殴
打，在一名被害人的口腔、鼻腔
内多次注入玻璃胶并割裂其生
殖器，对一名吸毒人员进行碎
尸、烧煮。”马雪晴副庭长在说
起唐某故意杀人、容留他人吸
毒案时，用“手段极其残忍、罪
行极其严重”来形容。被告人
唐某已被法院依法判处死刑，
目前，该案正在最高人民法院
死刑复核期间。

吸食毒品不但危害自身
健康，还会直接导致行为控
制力下降，从而诱发犯罪，经
常表现为故意杀人、故意伤
害、放火、绑架、以危险方法
危害公共安全等暴力性犯
罪，社会影响恶劣。不仅如
此，吸毒后驾驶机动车极易
出现感知错位、注意力无法
集中等症状而肇事肇祸，造
成严重后果。

“毒品犯罪人员中约有
95%以上为吸毒人员，容易引
发次生犯罪，类似唐某这样的
案例还有不少。”莫红庭长说。

案例1

2015 年 9 月 6 日晚，被告
人杨某吸食麻黄素后，无证驾
车行驶至叙永县叙永镇新区和
平大桥处时，与一辆二轮摩托

车相撞，造成对方一人死亡一
人受伤的交通事故。法院以交
通肇事罪判处杨某有期徒刑六
年；赔偿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495468元。

案例2

2013年，达州中院审理的
唐某、刘某等25人贩卖、运输、
制造毒品、非法持有枪支、弹
药、非法买卖制毒物品、窝藏毒
品、洗钱案中，涉及毒品数量达
100 余公斤，数量特别巨大。
案件涉及的20余名被告人里，
多数人系直系亲属，属家族式
毒品犯罪。经过审理，唐某、邓
某等5人被判处死刑，其中2人
缓期两年执行；其余20人被判
四年至无期徒刑不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
习记者 蔡佼杉

全省首例“省内一站式”户口迁移办结

资阳市民乐了：关店跑手续 半小时搞定落户

拿到新户口本的屈国财夫妻很开心。

禁毒警“土绝招”

28 岁 的 李 勇
（化名）滔滔不绝讲
起不久前的一次缉
捕毒贩过程，两个
月前刚从成都来凉
山州的他，已经夹
杂了一点凉山方言
口音。

李勇是成都市
彭州公安局禁毒大
队一位民警。作为
四川公安厅全国独
创的禁毒“援凉警
队”的一名警员，他
来到凉山州禁毒一
线，编入当地禁毒
队工作半年。

6·26 禁毒宣
传日当天，华西都
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走近成都“援警”
这个特殊群体。

6 月 26 日 下
午，成都市郫都区
法院对一起容留他
人吸毒的案件进行
宣判，被告人肖某，
犯容留他人吸毒
罪，判处有期徒刑
7 个月，并处罚金
人 民 币 5000 元 。
随后，省高院在此
举行“6·26”国际禁
毒日新闻发布会。
省高院刑二庭庭长
莫红介绍全省法院
毒品犯罪审判工作
情况，省高院刑二
庭副庭长马雪晴公
布7起典型案例。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逢春 实习生 钟晓璐）6月26日，四
川省禁毒办、公安厅、司法厅等部门组织了一场以“为爱汇聚、拥
抱未来、无毒无悔、致敬英雄、助力扶贫”为主题的大型法治宣传
教育活动，地点选在凉山州西昌市。在几千人的见证下，随着省
禁毒办领导的一声令下，民警点燃了10个锅炉里洒满汽油的毒
品，现场顿时黑烟四起，浓烟滚滚，近期缴获的上百公斤毒品当
场被销毁。 图据凉山州公安局

销毁毒品
百公斤

点火！

一线故事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本稿全新闻
浏览封面新闻APP
www.thecover.cn

举案说法 省高院举行“6·26”国际禁毒日新闻发布会
毒品犯罪重刑率 为刑事犯罪总刑率一倍

四川独创禁毒“援凉警队”机制运行1年半，记者走近成都“援警”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170期开奖结果：880，单选1738注，单
注奖金1040元，组选3，913注，单注奖金346
元，组选6，0注，单注奖金173元。中国电脑
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彩”第2017073
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25.27.14.05.17.01.04，
特别号码：03。一等奖2注，单注奖金
1846521元，二等奖9注，单注奖金28165
元。奖池累计金额0元。（备注：以上信息以
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抓毒贩 背筐生鸡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