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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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呼吸
11日空气质量

成都（16时）AQI指数 53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遂宁、康定、西昌、乐山、眉山、广
元、内江、雅安、巴中、达州、宜宾
良：绵阳、攀枝花、泸州、自贡、资阳、广安、南
充、德阳

12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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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地东北部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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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O3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吴冰清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巴中

达州

小雨

小雨

阴

阴

多云转小雨

多云转阴

小雨

多云转阴

阴

多云转阴

多云转阴

晴转小雨

晴转小雨

晴转多云

晴转多云

多云转晴

多云

多云

晴转多云

多云

9-26℃

9-18℃

17-27℃

20-28℃

19-27℃

20-29℃

21-31℃

19-28℃

19-26℃

21-30℃

21-30℃

21-31℃

21-30℃

22-31℃

21-32℃

21-29℃

22-33℃

22-31℃

19-32℃

22-33℃

小雨

小雨

中雨

小雨转中雨

小雨

小雨转中雨

阴

小雨

中雨转大雨

中雨转大雨

小雨转中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阴转小雨

阴

多云转阴

阴

阴

9-24℃

10-17℃

16-28℃

19-28℃

18-25℃

20-26℃

20-28℃

20-26℃

19-24℃

22-28℃

21-27℃

20-26℃

21-30℃

20-29℃

22-28℃

20-29℃

22-29℃

20-31℃

20-30℃

21-30℃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7106期开奖结
果：09、12、18、23、29、02、04，一等奖3注，每注奖
金 10000000 元 ，一 等 奖 追 加 1 注 ，每 注 奖 金
6000000元；二等奖76注，每注奖金130216元，二
等奖追加27注，每注奖金78129元；三等奖582注，
每注奖金6796元，三等奖追加175注，每注奖金
4077元。（43.39亿元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247期开奖结果：
945，直选：8364（481）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
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12792（1030）注，
每注奖金173元。（615.9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247期开奖结果：
94532，一等奖：57注，每注奖金10万元。（2.69亿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今日
限行 2 7
明日限行 3 8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7130期：0133303300333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7130期：0331100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7130期：133300333310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殷航）9月
11日，记者从成都市新都区市场监
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区市场监管
局以关系民生的食品、保健品消费
等多领域查处重点，取得了丰硕成
果，在各项专项行动中共立案查处
案件127件，案值497.85万元，罚没
177.82万元，处罚金额10万元及以
上案件6件，移送司法机关3件。

为何会取得如此丰硕的成绩？
新都区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长期以来在干部管理上，该局通
过法纪约束形成一个能忠诚、能干
净、能担当的环境。通过主体责任

清单的编制，高悬了监督执纪问责
的“利剑”。其次，通过调整局内党
支部的设置，将由原来业务科室和
基层所分离的党支部变为了科所合
并的党支部，加强了党内民主生活，
使党员干部“红脸出汗”成为一种常
态。

此外，通过早提醒、早预防，加
强了对干部队伍的监督管理，净化
了思想，修正了人生观、价值观、权
力观，平和了心态，增强了拒腐防变
的免疫力。值得一提的是，除了给
执法人员戴上“紧箍咒”外，区市场
监管局还把权力关进了制度的笼子

中。在执法过程中，采用“执法人员
随机”和“经营单位随机”程序，保证
了执法的公正性。

记者了解到，两种程序叠加，既
确保了合理的抽查比例和频次，又
保证了必要的抽查覆盖面和监管强
度，避免了监管工作中失职渎职情
况，又防止了重复检查、执法扰民。

《大地上的事情》，书如
其名，就是写这片生养人类
的母亲土地和自然万物的
一曲灵魂之歌。

其实每个人的记忆深处
都有着对大地的熟悉感，这
种烙印在灵魂血脉躯壳之中
的亲切感，是世世代代传承
了千百年不变的根基大业。

为写《一九九八廿四节
气》，苇岸在昌平寓所东部的
田野里选了一个固定基点，
每到一个节气都在这个位
置，观察天象与地况，测量风
力与气温，拍照、笔记，时间
严格定在上午九点，风雨无
阻，如此达一年之久。苇岸
用文字为我们一一描绘着每
一个节气：立春、雨水、惊蛰、
春分、清明、谷雨……在“谷
雨”却戛然而止，天妒英才
……书中每隔几页便会插入
一幅照片，照片上是一片麦
地，从立春至大寒，分别对应
了二十四节气，不同的节气
麦苗将呈现出不同的色彩与
样貌，我看到的不仅是一片
麦田的成长史，还是作者对
麦田的细心呵护的爱意，和
对读者的润物无声的真诚。

苇岸的文字充满了作家
的温柔细腻和农民的朴实真
诚，苇岸写生命，看似简单，
却充满了细腻与天马行空，
充满了天真、庄严与平静。

就像他在书中写的蚂
蚁，写的蜜蜂一样，我认为，

只有认真而投入的作者才
能写出打动人心的文章。
而苇岸就是这样一位独特
的优秀散文家。诗人海子
向苇岸推荐了一本他自己
在那一年读到的最好的书
——梭罗的《瓦尔登湖》，这
本书直接改变或者说唤醒
了苇岸的散文特质。此后，
他的作品里流露出与梭罗、
普里斯文一致的思想，他深
邃的人文精神和简约明亮
的风格，在文学圈子里也引
起过轰动。他曾说“数年前
我就预感到我不是一个适
宜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人，甚
至生活在二十世纪也是个
错误。我非常热爱农业文
明，而对工业文明的存在和
进程一直有一种源自内心
的悲哀和抵触。”在这个物
欲横流，飞速发展的现代社
会，快餐文化正在大举进攻
文学界，许多人已经不再重
视深度的文学体验，又有多
少人能关注并且欣赏像苇
岸这样拥有情怀拥有良心
之作的优秀作家？

读完这本书，我想做一
个大地的孩子，像苇岸一样，
怀着对大地的无限热爱和敬
畏之心，去体验身为一个农
民与大地血脉相连的深厚情
谊，有多少个天地玄黄，宇宙
洪荒，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又有多少个祖祖辈辈，日日
夜夜，世世代代，兢兢业业。

我们家长专门组建了一个
群给娃娃投票！”“我们也
是，每天都密切关注榜单排

名！”……由封面新闻主办、华西都
市报联合主办的“真性情”中小学
生作文大赛成为了最近家长和学
生口中的热词。不少学校不仅组
团参加，家长们更是摩拳擦掌，帮
娃娃密切“监控”人气榜单动态。

自从“真性情”作文大赛在封
面新闻APP开通投稿通道以来，每
天投稿数量以超过百余篇增长，截
至9月11日，封面新闻APP“真性
情”作文大赛专题阅读量已经突破
10万，组委会收到了来自重庆、浙
江、贵州以及川内成都、绵阳、攀枝
花、泸州等地中小学生热情踊跃的
投稿，参赛者上传的作品达2000余
篇。不少学生一次性投稿达到5
篇，成都市实验小学、师大一中则
成为投稿篇数暂时领先的学校。

初赛将凭借网上投票及专家
投票评选出最终进入决赛的选手，
以及诞生人气选手，不少亲友团加
入了投票大军。攀枝花市外国语
学校九年级一班的冉李冰清妈妈
李女士告诉记者，女儿平时也喜欢
练笔，看到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
主办的赛事，就立刻上传了自己初
中时的作品，不仅如此，家人为了
给女儿打气拉票，还发动河南、长
沙的朋友一起点赞。“我们每天都
在关注封面新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峥

作 品 选 登

浙江省慈溪中学
高三（4）班
龚艳

说真话抒真情
网友热捧“真性情”作文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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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大赛由封面新闻主办，华西都
市报联合主办，将面向全国选拔文学新
苗，倡导“说真话、抒真情、真表达、真体
验”，塑造文学新星。

赛事于2017年9月启动，持续到2018
年新春，分初赛（预选）、决赛（冬令营）两个
阶段，凡小学、初中、高中在校学生均可免费
报名参加。

给执法人员戴上“紧箍咒”
新都区市场监管局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247期开奖结果：370，单选919注，派奖期间：
单注奖金1440元，组选3，0注，派奖期间：单注奖金
500元，组选6，2990注，派奖期间：单注奖金251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彩”第
2017106 期 开 奖 结 果 ：基 本 号 码 ：
01.23.25.11.17.03.28，特别号码：04。一等奖3注，单
注奖金1194799元，二等奖11注，单注奖金23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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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窗加落地景观窗
车内还有免费WIFI

9月11日，双流公交新能源
充电站，公交司机刘述波正在熟
悉他的新“伙伴”——即将投入
运行的双层公交。

蓝色的车身，4.2米的个子，
这辆双层公交显得十分“出挑”。
车内更加惊艳，座椅都是“软装”
的，一层设置了4个红色的老弱病
残专座，其余的座椅为绿色。

二层第一排前方的景观窗
十分抢眼。与以前的敞篷观光
巴士不同的是，这次的双层公交
封了顶，但在车顶，设置了两扇

“全景天窗”——不用担心日晒
雨淋的同时还可饱览蓝天白云。

在每一个座椅椅背上，都有

专门为乘客准备的插孔和按
键。相关负责人介绍，每个乘客
上车后，都将配备一个耳机，可
听音乐或者看车载电视宣传片。

记者还注意到，车身上印有
“FREE WIFI（免费WIFI）”的字
样，今后，乘客可在车内免费使
用WIFI上网。

底盘高度可自动升降
纯电驱动无污染噪音小

记者提前体验了一下乘坐感
受，直行、转弯、刹车，即使坐在二
层，也感觉很平稳，平稳的秘密与
探测路况的雷达有关。“行驶过程

中，车身底盘的高度，可根据路况
而自动升降，从而减缓颠簸，更加
平稳。”刘述波介绍，其底盘高度
有13厘米的浮动，“上升下降过程
很平稳，乘客几乎不会有察觉。”

此外，与多年前很“吵”的双
层公交车不同，现在的双层公交
车内，安静不少。“这次都是新能
源汽车，纯电驱动，零污染零排
放，同时噪音也更小。”双流交投
公交公司相关负责人解释。”

开行两条观光线路
美女乘务员带你观景

记者了解到，双层公交将开

行两条线路。一条为环形线路，
起止点均为双流西站。外地的
游客，下了高铁，可无缝对接双
层公交，而等地铁3号线二期开
通后，成都本地的小伙伴也可乘
地铁去感受双层公交。

环形线路站点还包括双流客
运站、多个高校以及时代奥特莱
斯、蛟龙港海滨广场、新城运动公
园、凤翔湖公园、白河公园等。今
后，你可以一路坐着双层公交去
买衣服、看海底世界，还能去人工
湖、湿地公园洗肺，就算坐在车
上，看看绿树绿水也是不错的。

另一条是纵线，起止点为双

流西站-黄龙溪。这条线路沿途
设有毛家湾站、古佛洞站。毛家
湾有山有水，而古佛洞则是沿着
府河石崖而建的寺庙。对于想
去黄龙溪游玩的小伙伴，乘双层
公交是个不错的选择。关键是，
每辆双层公交，都有一位美女乘
务员，她们身高165cm以上，将
微笑着为你介绍途经的景点。

国庆前开行通票5元
一日内凭票免费换乘

双流交投公交公司相关负
责人透露，12辆双层公交正在陆
续到位，计划国庆前开行。

据了解，环线运营时间为9：
00-17：00，纵线运营时间为双
流西站8：00-16：00、黄龙溪9：
00-17：00。目前，发车间距暂
定为30分钟/班，而12：00-15：
00，发车间隔为60分钟/班。

至于票价方面，两条线路，
环线46公里，对开线单边55公
里，都是5元通票。除了现金购
票外，也支持刷卡购票。

这个国庆，大家就可花5元
钱听着歌赏着景去黄龙溪玩
了。如果你对途经的景点感兴
趣，也可以在中途的站点下车。

“玩了后可直接凭票坐之后的班
次。”该负责人介绍，凭借这张5
元车票，市民可在当日免费换乘
双流内的公交。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
者 吴冰清 摄影 刘陈平

双层公交车国庆前回归
开行两条线路5元随便坐

每个座位一个耳机，与飞机
头等舱媲美的配备；抬头就可透
过两扇安全天窗，看见蓝天白云；
纯电动噪音小、座椅都是“软装”，
还有免费WIFI……没错，这就是
即将回归成都的双层公交。

9月11日，记者在双流公交新
能源充电站提前体验了众所期盼
的双层公交。这个国庆，小伙伴
们去奥特莱斯购物、去黄龙溪游
玩，有了一种新的出行方式——
花5元钱，听着音乐或解说，一路
走走停停，饱览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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