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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呼吸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7084期开奖

结果：06、11、14、21、31、09、12，一等奖0注，一等
奖追加 0 注；二等奖 46 注，每注奖金 233159
元。二等奖追加15注，每注奖金139895元；三
等奖 492 注，每注奖金 8156 元。三等奖追加
199注，每注奖金4893元。（39.95亿元滚入下期
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196期开奖结
果：436 直选：4824（354）注，每注奖金1040元；
组选 3：0 注，每注奖金 346 元；组选 6：7563
（469）注，每注奖金173元。（658.1万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196期开奖结
果：43615 一等奖：38 注，每注奖金 10 万元。
（2.67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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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空气质量
成都（16时）
AQI指数 73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雅安、内江、遂宁、泸州、巴中、广
元、广安、绵阳、攀枝花、达州、眉山、德阳、南
充、乐山、宜宾、康定、西昌
良：资阳、自贡

23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5—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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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度至中度污染；
盆地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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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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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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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 21 日，成都温江一名三岁
男童独自在家翻出窗户，身体悬
空，头部卡在防护栏间。紧急时
刻，民警和好心群众用肩膀撞开
防盗门，一人托举住男孩，其余
几人慢慢将男孩往上拉。几分
钟后，男孩获救，经检查只是受
到惊吓，并无大碍。

而“熊孩子”背后，也有个粗
心家长。直到男童被救下，外出
买菜的妈妈仍未回家。

男童身体悬空
吊在5楼窗户外

“和盛镇柳岸花邻小区有一儿童头
部卡在阳台外的防护栏里。”21日18时
37分许，成都市公安局温江区分局和盛
派出所接到110出警指令。

值班民警严光、李超立马带领协警
赶到事发地点。当时小区楼下已围满

了群众，民警顺着群众手指的方向看
去，居民楼5楼的一个窗户外，一名两三
岁的男童头部卡在防护栏上，两只手抓
着防护栏，身体其余部位全部悬空在
外，情况十分危急。

“已经有十多分钟了。”周围群众担
心不已。这十多分钟里，有邻居上楼敲
门，想要提醒家长，但屋内一直没人回
应。“应该是大人不在家。”小区一位居

民说。此时，成都室外的气温30多摄氏
度，小男孩因体力不支，已没有哭声。
民警严光迅速带领两名协警冲上楼。

撞开防盗门
4人合力两分钟救下男童

再次敲门，仍无回应，有人提议去
找开锁师傅撬门进入。“不能多等了。”
眼看着男童已被卡住十多分钟，体力不
支，多耽误一秒，生命就多一分危急，

“如果他支撑不住，滑落下去，后果将不
堪设想。”没有一丝犹豫，严光立刻决
定：撞门！

由于该防盗门是外开式，给破门带
来了难度。几人合力，一起用肩膀、脚
使劲撞门，一分钟后，防盗门被撞变形，
严光一脚将其踹开。

随后，严光和同事以及赶来帮忙的
群众迅速来到房间窗户旁。此时，男童
脸色苍白，表情惊慌，已没有力气哭闹。

“不着急，小朋友，叔叔来救你了。”
严光一边宽慰男童，一边用手托住男孩
屁股，减轻其头部受力。在无法使用破
拆工具和切割机对防护栏进行切割的
情况下，另外两人分别拉住男童两只胳
膊，还有一人护住其头部，一点一点将
男童往上拉。大约两分钟后，小男孩的
双脚被拉出防护栏。

男童独自在家
“幸好遇到好心的民警”

然而直到男童被救下，粗心的家长
还未回家。民警只好把小男孩带到派
出所，给他买来牛奶、面包，并联系120
和家长。经检查，男童身体并无大碍，
只是受到了惊吓。当男童母亲赶到派
出所时，后悔不已。

据了解，男童未满3岁。当天，母亲
出去买菜，想着很快就会回来，就将他独
自一人留在家中。不曾想发生了惊心动
魄的一幕。“不幸中的万幸，遇到好心民
警。”

民警提醒各位家长，目前正值暑假，
孩子安全问题尤其要引起重视。一定不
要将孩子单独留在家中，也不要让孩子脱
离自己的视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图由温江公安提供

母亲出门买菜三岁男童头卡防护栏脚悬空
民警撞门而入 托举数分钟救下男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196期开奖结果：174，单选632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
6，1441注，单注奖金173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
为准）

救援现场惊险一幕。

(上接01版)
不久前，我省对省级环保督察中发现的

4000个环境问题进行梳理后，列出了10个方面
的突出问题，其中就包括自然保护区内探矿采
矿行为整治问题。这些问题要求大部分在今年
底整改到位。

“此次检查的重点内容之一就是省级环保督
察发现的相关问题。”省国土资源厅相关负责人
介绍，此外，还包括自然保护区内设置的探矿
权、采矿权是否存在违法勘探、违法开采、违法
用地及查处整改情况；自然保护区内一矿一策
具体整改落实情况；国土资源部门监管履职尽
责情况等。

检查将分市（州）全面自查和省国土资源厅实
地抽查两种方式进行。全省共派出3个检查组，分
别前往问题较为集中的遂宁、德阳、宜宾、雅安、绵
阳、阿坝六市州进行抽查。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容易整改的必须马上整改；短期内难以解决的必
须制定详细方案，逐一“销号”；对已经整改的要再
审视、再检查，确保问题不反弹。

7 月 22 日，成都市金堂县，首批 14
名引进人才领到了人才公寓“金钥
匙”。他们在金堂连续工作10年后，将
取得其使用的“人才公寓”住房产权。

当天，金堂县召开全县人才工作大
会，正式出台“人才新政20条”，从多个
方面加大对人才的扶持力度，真正让人
才在此筑巢，为“由‘引进’到‘留住’”提
供政策支持。

省特级教师全家搬到金堂
领到108平方米新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了解
到，首批发放的14把“金钥匙”，主要分
配给了省级特级教师和博士生。金堂
县建设局副局长马继兵，是金堂县引进
的第 2 批博士，他领到了公寓“金钥
匙”。2012年他从河南来到金堂，如愿
从事专业特长，过得很充实。他既是人
才政策的受益者，又是落实人才政策的

实施者。他介绍说，金堂县城和淮州新
城将专门集中地块修建人才公寓。计
划到2020年，全县将建成青年公寓、高
级人才公寓等多种形式的人才公寓约
3000套。

而在金堂县金阳美景楼盘，金堂中
学英语学科教研组组长、省级特级教师
周强的新居，正准备装修。周强从事教
师职业30多年，于2011年来到金堂中
学任教。提到当年，周强介绍：“我最初
在泸州市合江中学任教，而后通过绿色
通道，经过慎重的对比和思考，最终选
择了金堂，全家一起搬到这里。政府和
学校都非常热情，安排了自己家人的工
作和学习。现在领到了三室二卫二厅
108平方米的大房子，更加坚定了自己
当初的选择。”

正高人才
一次性给予50万元住房补贴

记者了解到，金堂县对本地培养的
省特级教师和教育、卫计、农林等专业
正高人才，自获得职称之日起，在金堂

连续工作10年及以上的，一次性给予
50万元住房补贴。除此而外，金堂在打
造“人才公寓”的基础上，储备（建设）、
管理一批高品质住房，高层次人才可零
租金入住。其中引进的“两院”院士、国
家人才计划专家，及行政事业编制内全
日制博士和教育、卫计、农林等专业正
高人才在金堂连续工作10年及以上，将
取得其使用的“人才公寓”住房产权。

“人才津贴”增幅大
最高获500万元一次性资助

根据金堂县人才新政，新招录（聘）
的全日制博士生“人才津贴”由2000元/
人/月增至3000元/人/月；新招录（聘）
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人才津贴”由
1000 元/人/月增至 2000 元/人/月；教
育专业正高、省特级教师“人才津贴”由
2000 元/人/月增至 3000 元/人/月；卫
计专业正高“人才津贴”由800元/人/月
增至2000元/人/月。对设立的院士工
作站，获得国家级示范工作站给予不超
过500万元一次性资助，获得省级示范
工作站给予不超过100万元一次性资
助，获得市级示范工作站给予不超过50
万元一次性资助。

首次提出名师、产业、
技能人才扶持政策

对高层次人才在金堂县创（领）办国
家级、省级、市级、县级名师工作室、名中
医工作室的，分别给予不超过100万元、
50万元、20万元、10万元一次性资助。同
时每年给予3万-20万元运行经费补贴。

对新认定的国家、省级、市级产业
技术研究院，企业技术中心，产学研联
合实验室等创新创业载体，分别给予不
超过100万元、50万元、30万元一次性
资助。被评为国家、省、市级技能人才
培训基地，分别给予不超过100万元、
50万元、10万元一次性资助，同时每年
给予5万元至20万元运行经费补贴；技
能人才领（创）办国家级、省级、市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分别给予5万元、3万
元、1万元一次性资助，同时每年给予1
万元运行经费补贴。

此外，金堂县强化工业园区技能人
才扶持，鼓励企业组织职工参加技能培
训。对获得技能、高级技师的，根据职
业工种类别和职业等级按3000-6000
元/人的标准一次性给予补助；对已取得
高级技师的鼓励参加高级技师岗位提
升培训，并按1000/人的标准给予补助。

“大暑”时节“大雨时行”
今天除了晴热难耐，还有雷雨大风

金堂首批人才公寓“金钥匙”发放
人才入住10年后可得住房产权

人才
故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实习生 武明

人才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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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警抱着获救的孩子走出单元楼。

22日，“大暑”节气在艳阳和暴雨的
列队欢迎中到来，同时，我们也进入中
伏。在这个“上蒸下煮”叠加“热在中
伏”的日子里，前一天还一度凉快到最
高气温只有30.8℃的成都，一下子回归
33.4℃。虽然比起上海等地还算是凉
快，但数据说话，跟往年比起来，今年7
月成都确实热了不少。

“大暑”时节，“土润溽暑”、“大雨时
行”，闷热难耐，今天除了艳阳高照，依旧
有雷雨大风，相信大家已经习惯了，但还
是记得带把伞，记得防暑防雨两手抓。

天气的套路没完没了
暴晒完又是暴雨

22日，“大暑”和中伏，在艳阳和暴
雨中来了，不得不说，这个“大暑”过得

特别有仪式感。
22日下午4点，成都市气象台发布

了暴雨重要天气消息：受高原低值系统
和暖湿气流共同影响，预计22日夜间开
始未来24小时内，成都有一次雷雨或阵
雨天气过程，雨量中雨，部分地方可达
暴雨。雷雨时伴有短时强降水和6级以
上短时阵性大风，个别地方可能有冰雹。

一会儿暴晒，一会儿暴雨；白天热，
晚上吵。成都人对这段时间天气玩的这
一套路，早已习以为常。其实，除了成
都，盆地还有不少地方也玩这一套。22
日午后，盆地西部和北部部分地方都降
了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个别地方降了
中到大雨，然而，这并不影响气温的“发
挥”，22日，盆地最高气温在32～36℃。
今天，绵阳、德阳、成都、雅安、眉山、乐

山、自贡、泸州8市多云间阴，午后或傍晚
依旧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方有中雨，个
别地方有大雨，而据四川省气象台预计，
今天，盆地西部的最高温将在32～35℃，
盆地东部更是高达35～38℃。

今年7月成都确实热
气温较历史同期高1.3～2.8℃

最近，身边总是不时听到有人在抱
怨热。真的有这么热吗？

来看看金堂、双流、大邑、都江堰、
温江这5个国家站的气象数据，它们分
别在成都市东、南、西、北、中，可以较为
全面地体现成都的总体情况。

将这些站今年7月1日～7月20日
与1977年～2016年这40年的历史同
期数据相比较，从平均气温来看，今年7

月1日～20日的平均气温较40年同期
平均值偏高1.3～2.8℃，而降雨量明显
分布不均，局部明显偏多。

这一切，跟青藏高压和西太平洋副
热带高压有关，这两个家伙是夏季影响
四川盆地高温过程的两个主角。成都
市气象台气象专家介绍，7月10日～12
日，成都受青藏高压的控制，成都晴空
万里，而7月13日之后，副热带高压来
了，它还带来了海洋的暖湿水汽，于是，
成都出现阵雨、雷雨。

7月下旬，副热带高压似乎占了上
风。据成都市气象台预计，7月下旬，成
都以多云天气为主，气温较高，午后到
傍晚前后多局地对流性天气。22日、30
日前后成都有中雨，局部暴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