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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于2001年
提出“8020计划”，指的是80
岁的年龄拥有 20 颗健康牙
齿。此轮“8020口腔公益援
助”是96111健康热线联合社
会爱心点位共同发起，旨在为
口腔有问题的市民提供医疗
援助，尤其是为受缺牙困扰的
缺牙市民改善口腔健康状况，
重享口福。该援助已全省启
动，现将相关事项告知如下：

援助项目：
1、免费拍片检查、免费口

内常规检查；
2、德国精工种植牙半价；
3、免手术费、免费术前洁

牙、术后终生养护；
温馨提示：为节约您的宝

贵时间，保证就诊质量，请提
前拨健康热线028-96111预
约。

口腔问题援助对象：需补
牙、洁牙、拔牙、治牙等口腔有
任何不适者。

种植牙援助对象：1、单
颗、多颗牙缺失；2、全口或半
口牙缺失；3、牙齿松动；4、活
动假牙不舒适者；5、活动牙修
复失败者；6、烤瓷牙失败者。

温馨提示：种植牙是缺牙
修复的优选方式，但每个人口
腔情况不同，是否能做种植牙，
需到专业口腔医疗机构拍片检
查及医生评估，才能确定。

健康热线：
028-96111

通告
8020种植牙公益援助

歼31战机、翼龙无人机
闪亮登场

“军民融合特色更突出，‘一带
一路’元素更丰富。”四川省政府副
秘书长罗治平介绍，本届科博会设
置军民融合馆、高新技术产业馆、区
域合作及科技人才馆等四大展馆和
室外展区。据悉，绵阳作为科技部
授予的全国唯一国家军民两用技术
交易中心，已经成为全国军民两用
技术交易的“集散地”。绵阳已经成
功举办4届科博会，第四届科博会签
约项目702个，金额1082亿元。

罗治平介绍，英特尔、美孚等36
家世界500强，艾欧史密斯、派诺特
等128家境外企业，华立创通、海格
北斗等21家北斗导航企业，中广核、
华龙国际等29家国际国内重点知名
企业将携歼31战机、翼龙无人机、水
陆两栖全地形车、大型机器人等一
批最新科技成果亮相第五届科博
会。此外，科博会期间将设置论坛
活动34项。

作为主宾国，移动眼、斯川塔斯
等37家以色列企业将集中展示最新
高新技术和产品。同时，哈萨克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多家商协会
也表达参会意愿。此外，有87家境

内外采购商，其中来自美、英、法、俄
等国的境外采购商36家，拟到会采
购工业机器人、激光设备、导航设
备、新能源产品、数字显示装备等产
品，意向采购项目总金额超过36亿
元。

打造中国
“军民融合第一展”

绵阳市委书记彭宇行介绍，举
办科博会，是深入实施国家创新驱
动、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推动国家科
技城突破性发展的重要举措。科博
会是“中国十佳品牌展会”，已成为
海内外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级国
际性科技博览盛会。据介绍，第五
届科博会将在前四届基础上，进一
步凸显创新驱动、军民融合，力争打
造彰显军民融合特色的国际性知名
展会，成为中国“军民融合第一展”。

与前四届相比，今年科博会的
特点主要体现在“三个更加”上：一

是军民融合特色更加鲜明。这次
科博会是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
略、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召开后的第一次科博会，也
是对四川、绵阳推进以军民融合为
特色的全创试验成效的一次检
阅。目前，第五届科博会已得到了
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科
技委和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
办公室的意向性支持，国防科工局
将首次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军转民
企业参展，科技部奖励成果展、中
科院成果展将到会巡展，国家十二
大军工集团中已有中兵装备、航天
科工等十一个单位确定组团参
展。同时，将继续设立军民融合
馆，举办国际军民融合创新发展论
坛，发布国家、省重大创新科技项
目成果。

二是国际交流合作更加深入。
今年科博会由以色列担任主宾国，
单独设置以色列国家馆。同时，新
加坡国际中小企业局、中国—乌克

兰研究院、加中贸易理事会、荷兰商
会以及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商
会协会也表达了参展参会意愿，科
博会对外开放水平进一步提高，为
绵阳加快融入“一带一路”、深化国
际交流合作提供良好机遇。

三 是 助 推 发 展 导 向 更 加 突
出。落实中国制造2025和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要求，坚持“会展搭台，
经济唱戏”，围绕电子信息、先进制
造等重点产业设置展馆展区，由龙
头领军企业、科研机构、产业集中
地主办北斗导航、通用航空、磁性
材料、平板显示等专业论坛，首次
举办旅游业新技术应用大会、中国
知识产权金融高峰论坛和2017世
界电竞高峰论坛，组织开展科技成
果发布与交易、投融资对接等活
动，将为各方搭建更加有效的经贸
对接平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姚
茂强 摄影报道

深夜突查
出租司机公然议价被查

1日晚10点，在成都火车北站站
前广场，数十辆出租车正在上客区候
客，但司机不知道的是，此时已有执法
人员乘坐社会车辆，埋伏在周围，准备
对违规出租车进行整治。

10点半左右，一群在出租车前徘
徊的旅客引起执法人员注意，“很可能
是在讨价还价。”执法人员上前询问，
原来是一家五口刚到成都，行李很多，
要去城南一家酒店。

据执法人员介绍，经过询问，游客
一家下火车后准备搭出租车，被这名
司机招揽过去，“乘客是想打表，结果
司机不打表，公然议价。”

不仅是不打表只喊价，这名出租
车司机甚至摆出了一副乘客爱坐不坐
的样子，声称如果乘客要打表，就不要
坐他的车。

执法人员告诉记者，被挡获后，出
租车司机已经如实交代“不打表议价”
的违规行为，他将面临1000-5000元
罚款处罚。

抓个现行
出租司机喊高价被挡

晚上11点，从攀枝花、达州等地
驶来的列车陆续抵达火车北站，站前
广场再次热闹起来，一波接一波旅客
出站了，多名出租车司机迎了上去，拉
客喊客。

从外地来蓉的周先生两人，正准备
从火车北站搭出租车去桐梓林，被第一
名司机搭讪后，很快有多名司机围了上
来，有的司机喊价80元、有的司机喊价
60元。

“其实并没有太远，为什么这么
贵？”第一次来蓉的周先生很纳闷，此
时，一位光头出租车司机主动喊价，

“我给最低价，50元马上走，我是正规
出租车。”

看到周先生人生地不熟，这名司

机开始打哈哈，“滴滴专车虽然只要
30元，但不包括等车费和平台的抽
成，算出来肯定比50元贵！”

无奈之下，周先生只得跟着司机
上车，此时正在附近巡逻的执法人员
看到他犹豫不决，便走过来询问，“你
们在干啥子？咋半天不走？”

盘问之下，执法人员告知周先生，
从北站到桐梓林必须打表，出租车不
能喊价，他这才醒悟过来。同理，不打
表 喊 价 的 这 名 司 机 也 将 面 临
1000-5000元罚款处罚。

错时整治
深夜延时工作专逮违规出租

2日凌晨2点，在结束对火车站出
租车整治后，执法总队站前大队副大
队长表示，为确保火车站周边交通秩

序，在火车站管委办统一安排下，公
安、交通、铁路公安等多部门已对东
站、北站周边开展整治，重点查处出租
车不打表议价、拒载等情况，为广大旅
客朋友提供安全放心的乘车环境。

据悉，其实在 7 月 28 日至 30
日，站前大队已经连续三天，彻夜整
治违规出租车，下一步站前大队将

“错时延时工作”，不分时段和地点，
随时突击检查火车北站和东站周
边，查处出租车违规行为，确保旅客
朋友顺利出行。

/互动/

遭遇出租车不文明
互动来曝光

2日下午，成都市交委执法总队
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市民遭遇出租
车不打表只喊价、拒载乘客等违规行
为，或者发现里程数、金额与平日有
较大差异，可记下车牌号，并在保证
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用录音等方式固
定证据。

随后，市民可通过拨打12345投
诉热线，或通过市交委官方微博、网站
等方式进行投诉。

同时，如果您在日常生活中遭遇
不打表喊价、拒载、计价有猫腻等出租
车问题时，可致电华西都市报96111
热线，或者@华西都市报和封面新闻
官方微博微信，将您的遭遇反映给华
西都市报，本报将第一时间联系行业
主管部门及时调查处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实习生 鞠菊 摄影报道

火车站外不打表只喊价
成都两的哥遭起

成都的八月，天气闷热，
不如找个地方避避暑。四川
西部地处高原，天气凉爽，自
然是大家都爱去的避暑好地
方。此次“绿色四川”摄影大
赛，我们收到了很多人拍摄的
川西题材作品，为您在炎炎夏
日送上一份清凉。

蓝天，白云，绿草，繁花，
辽阔的湿地，明镜般的湖水，
悲壮的红军长征故事……这
里就是红原大草原！“红原大
草原位于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那里气候很好，中午最热
气温不到20摄氏度，得穿着
春秋季节的衣服。”拍摄者石
金生告诉记者，除了避暑胜地
以外，这里还是红军长征走过
的地方。

66岁的石金生是一名企
业退休高管，游遍了四川的
大小古镇，来到红原大草原
后，被这里的生态环境吸引，
同时也感动于红军可歌可泣
的英雄事迹。“当年，这是红
军长征走过的大草原，成千
上万的红军战士在这里走
过，所以叫红原。”石金生说，

“现在，这是一片没有污染的
自然景观，希望受到越来越
多的保护。”

我们欢迎同石金生一样

的摄影爱好者来分享作品。
作品不一定专业，手机拍出来
的照片也并无不可，只要你认
为精彩，只要你认为能够展现
四川的绿色之美，都欢迎发来
照片同我们分享。我们将选
择优秀作品刊登在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APP、华西都市
报官方微博微信等平台上，供
大家欣赏品评。

活动将在结束之时评选
出一、二、三等奖，颁发奖状和
奖品。

作品要求：
1 参赛作品必须为参赛

者本人的原创摄影作品。
2 作品可单幅或组照（组

照一般不超过4张），黑白、彩
色不限。内容需展现四川的
绿色之美。

3 作品必须以 JPG 格式
提交。照片大小不能低于
500KB。

4 照片需要附上作品名
称或简短说明。

5 请参赛者在投稿时务
必留下联系方式。

提交方式：
发 送 参 赛 作 品 至

shsc@thecover.cn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张菲菲实习生 李雪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
冰清）进入8月，天气一点新
意都没有，依旧是“闷热+阵
雨”的套路：白天，温度不高，
但闷着难受；夜里，风雨不定
时打扰，不得清静。8月2日
凌晨，成都青羊区德盛路一棵
百岁银杏，就被风雨折断了枝
丫，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今
起三天，天气依旧是原来的配
方、熟悉的味道。

8月1日，四川的高温黄
色预警继续响起。对于成都
来说，这几天，温度真的不算
太高。8月1日，成都最高气
温31.2℃，2日，最高气温还降
了点，30.6℃。然而，大家还
是不停喊热。其实，主要是湿
度高，体感热。

相比上个星期，这几天，
夜晚平静了些，但雨水、大
风、雷电还是不缺席。据成
都市气象台的数据，8月1日
晚到2日早上，成都的降雨集
中在邛崃、蒲江、大邑和市
区，蒲江长秋乡还出现了瞬
时风速大于10米/秒的大风，
在青羊区德盛路，一棵百岁
银杏被风雨折断了枝丫，砸
中一旁的屋顶，还好没有造
成人员伤亡。

据成都市气象台预计，今
起三天，“闷热+阵雨”套餐继

续派送，不过，雨水更加青睐
西部山区。

放眼整个四川，尤其盆地
东部、南部依旧热情不减。8
月 2日，四川49个气象站气
温超过35℃，渠县、宣汉、合
江以及古蔺更是在 38℃以
上。与盆地东部、南部等地火
辣辣一片不同的是，盆地西部
迎来短时强降雨天气。这雨
一下，对气温还是有威胁的，2
日，盆地西部大部分最高气温
32~34℃。

今天，雨水依旧独宠盆地
西部。据四川省气象台预计，
3日白天，盆地大部地方多云
间晴，其中盆地西部沿山及宜
宾、泸州2市南部有雷雨或阵
雨，雨量分布不均，局部地方
有暴雨。盆地西部最高气温
34~36℃，而东部最高气温还
将持续在37~39℃。

明后两天，四川的雨水将
扩大范围。3日晚上到4日白
天，盆地大部地方有分散性雷
雨或阵雨，雅安、乐山、自贡、
宜宾、泸州5市的部分地方有
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4日
晚上到5日白天，盆地大部地
方以多云间阴天气为主，有分
散的阵雨或雷雨，盆地中部到
南部的部分地方雨量可达中
到大雨。

第五届科博会将于 9 月 7
日 在 四 川 绵 阳 开 幕 ，歼 31 战
机、翼龙无人机、水陆两栖全地
形车将闪亮登场。8 月 2 日，由
科技部和四川省政府联合举行
的中国（绵阳）科技城建设新闻
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从会上获悉，
第五届科博会以“军民融合·科
技创新·开放合作”为主题，由
以色列担任主宾国，主题活动
集中在9月7日至9日举行。

歼31战机将亮相
第五届科博会9月7日绵阳开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联合成都市交委执法总队开通曝光平台，等你来吐槽
晨在火车站下车，拖着大
包小包去打出租车，结果
遇到司机不打表只喊价，并
且比平时价位高出不少，个
别司机还摆出一副爱坐不
坐的样子，拒载乘客。

上述一幕，相信不少
成都市民遭遇过。8月1
日深夜，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跟随成都市
交委执法总队，前往成都
火车北站开展出租车整
治，当晚有两辆不打表公
然议价的出租车被挡。

不按规定打表、公然

喊高价，两名出租车司机做

出上述违规行为后，均将面

临1000- 5000元处罚。
8 月 1 日

深夜，成都市
交委执法总
队在火车北
站整治违规
出租车。

向你扔来一片草原
绿色四川摄影大赛
让眼睛吃冰激凌

还是熟悉的味道
“闷热+阵雨”套餐继续派送

悠悠的牦牛群。石金生 摄

中国（绵阳）科技城建设新闻发布会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