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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7125期开奖

结果：4444283，一等奖0注；二等奖3注，每
注奖金99088元；三等奖141注，每注奖金
1800元。（1637.2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290期开奖
结果：423 直选：3308（279）注，每注奖金
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
选 6：8497（622）注，每注奖金 173 元。
（595.1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290期开奖
结果：42363 一等奖：42注，每注奖金10万
元。（2.49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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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日空气质量

成都（18时）
AQI指数 47 空气质量 优
优：巴中、马尔康、西昌、康定、广元、乐
山、绵阳、德阳、雅安、宜宾、眉山、广
安、遂宁、资阳、内江
良：自贡、南充、泸州、攀枝花、达州

25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5—95 空气质量等级 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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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脖子上为何突然长出肿块，肿块还不断增大？
当心你的甲状腺病变！一旦甲状腺出问题，一定要
及时去正规医院进行全面检查，确认良恶性，及时
采取措施。

甲状腺位于颈部前部，是人体最大的内分泌腺
体，长在脖子处喉结两旁的蝴蝶状腺体，常见甲状
腺疾病包括甲减、甲亢、甲状腺良性及恶性结节
等。一旦查出甲状腺出现异常，首先应到医院进
行检查，及时干预。临床上主要通过高分辨率甲
状腺彩超、穿刺活检来帮助诊断。检查后，在医生
指导下可通过吃药或手术治疗，目前主要手术治
疗是超声刀技术或者微波消融技术。其中微波消
融技术创口小、术后恢复快，术后无疤痕，被广泛

使用。
周六《华西大讲堂》开讲啦
甲状腺专家面对面解疑答惑

10月28日（本周六），华西社区报《华西大讲堂》
再次开讲啦！本期特邀原省肿瘤医院头颈外科陈
建超、原华西医院甲乳外科文乐斌、华西医院外科
博士陈伟走进健康公益讲堂，现场讲解甲状腺疾病
防治知识。此外，现场可观看甲状腺结节及甲状腺
恶性肿瘤手术实拍画面，亲眼见证微波消融术如何
消除甲状腺结节。拨打028-96111报名者，免挂号
费；此外，见面会当天可享30元甲状腺彩超检查，住
院费援助10%（包括检查费、检验费、药品费、护理
费、手术费和治疗费）。

甲状腺结节切还是不切？

通告
重阳节，多颗种植牙免费

18日深夜11点
香港游客报案称手机丢了

点赞信中提到的“007722警官”
是成都黄瓦街派出所民警缪川，今年
35岁，从警已有15年，是个经验丰富
的“老警察”了。

10月18日深夜11点，缪川正在
所里值夜班，这时一男一女走进黄瓦
街派出所报警。“那位女士告诉我，她
的手机丢了。”缪川告诉记者，那位女
士看起来40岁左右，是位香港同胞。
她自述，17日清晨6点过，她与同伴出
门游玩时选乘了某网约车前往宽窄
巷子附近，下车后过了一会儿，才发
现手机不见了。

之后，佘女士先后联系过网约车
平台和司机，可司机称在车上找了一
圈，并没有发现佘女士遗失的手机，
沟通无果后佘女士的同伴建议报警，
他俩这才来到了派出所。听完佘女
士的表述，缪川又调取了天网查看当
时情景，凭借以往经验，他断定手机
应该是掉在网约车上了。

“你先别着急，手机很有可能掉
在车上了，我马上联系司机。”从17
日上午遗失手机到18日深夜，游客
在人生地不熟的成都遗失了手机，
内心肯定很焦灼，想到这里，缪川第
一时间安慰佘女士后，立刻电话联
系了司机。

丢失的手机找到了

香港游客致函成都市长热线
点赞007722警官

为弘扬孝亲文化，关注老年人牙齿健康，在重
阳节到来之际，96111健康热线携手爱心单位、众多
种植体厂家联合举办“种植牙品牌联合援助”公益
活动，市民可电话报名享受免费口腔检查、种植牙
专项援助。10月28日（星期六）种植牙援助现场，
多颗种植牙免费送，观看种植牙手术全过程，市民
请打热线028-96111报名咨询。

报名有援助，免费送种植牙
第一，28日多颗种植牙免费赠送；
第二，援助特价后，还可享种牙充值返现金

2000元起；
第三，免费拍片检查、口腔常规检查。
另，28日援助现场，优惠力度空前！种牙送欧

洲游、国外游、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等，到场即送精

美礼品，观看种牙手术全过程。
牙齿健康：口腔免费检查
此次援助还在持续，牙齿缺失缺损、松动，假牙

不适、烤瓷牙失败、牙不齐、蛀牙、牙痛的市民均可
电话报名，每日20个免费检查名额。

假牙容易掉，种植牙寿命长
活动假牙摩擦牙龈导致红肿疼痛，咀嚼力变差

影响肠胃消化吸收。打喷嚏、剧烈咳嗽或大声说话
时假牙都易脱落，甚至加速其他牙齿松动、脱落。

种植牙美观舒适，能与牙槽骨紧密结合，恢复
90%以上的咀嚼功能，使用寿命长达40年甚至更
长，种植2颗/4颗能恢复半口/全口牙，省钱又实
用。

援助申请电话：028-96111

（手机遗失后）同行的朋友都认
为找不回来，但在007722警官的专业
快速应变和帮助下，帮我找回了手
机，确实非常感谢，也很佩服！成都
越来越好，令我们对之后的成都旅程
充满期待！”这是一封19日凌晨3点
半，通过成都“12345”市长热线反馈
的点赞信。初来成都旅游的香港市
民佘女士不慎遗失手机，在民警缪川
的帮助下，迅速找回了失物。

10月2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通过成都市网络理政平台和
成都黄瓦街派出所，还原了点赞背后
的故事。

19日凌晨3点半
游客致函成都市长热线点赞民警

佘女士拿到手机返回酒店后，第一
时间致电缪川表示感谢，此时已是19日
凌晨3点半。随后，佘女士怀着激动的
心情给成都“12345”市长热线写了一封
点赞成都民警的感谢信。

其实类似的案件缪川处理过很多，
不过被游客写信表扬却出乎他的意料，

“我也是才知道她还写了表扬信，挺意
外的。”缪川告诉记者，“其实我只是做
了一件很小的事，不过群众的事都不是
小事。”

佘女士在市长公开信箱中留言表
示：110报警后还有回访电话，令她的朋
友们大吃一惊，惊讶成都政府服务体系
变化之大。感谢之余，他们也对之后的
成都旅程充满期待。

新|闻|链|接
175万人次

通过网络理政平台表达诉求
数据显示，自2017年1月1日至10月

18日，成都市网络理政平台累计访问
175万余人次，收到群众来电、来信184
万余件。从其中诉求办理效果分析，群
众 满 意 度 为 86.31% ，诉 求 解 决 率 为
83.59%。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秦怡赖芳杰

19日凌晨零时许
民警委婉点醒司机找回手机

“你再仔细找一下，看看是不
是掉在车上什么角落里了。”在通
话中，缪川跟司机确认搭乘过这
两名乘客的事实后，委婉地提醒
司机，“网约车是成都的一张名
片，希望你能再仔细地寻找一
番。如果你确实找不到，我来
帮你找也行。”信箱留言中，佘女
士提到“由于007722警官的专业
有力应变和帮助，帮我找回了手
机。”说的就是缪川处理报案的
专业。

在联系司机后，缪川告知佘
女士不要担心，“后续工作我们一
定会跟进，一定会尽最大努力帮
助你们。”佘女士这才安心地回酒
店，离开时已是夜里12点。

佘女士离开大约20分钟，司
机回电，“手机找到了。”一番沟通
后，司机因走不开要求游客上门
取，但由于司机家住十陵立交，路
程偏远，佘女士有点担心，又打给
了缪川。“这会儿都这么晚了，会
不会有危险呀。”缪川笃定地回
复：“放心，成都是很安全的城
市。”随后建议佘女士与同伴一起
前往，两人路途中遇到任何事情
都可以拨打110求助。

2018年全省高考
11月1日至6日报名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峥）我省2018年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网上报名工作将于2017年11月1日至6
日进行。10月24日，四川省教育考试院下发《关于做
好我省2018年普通高考报名工作的通知》，所有符合
报考条件的考生均需在常住户口所在县（市、区）招
生考试办公室（以下简称招考办）指定的报名点报
名。报名分为网上填报基本信息、现场确认和网上
缴费三个阶段，考生须在2017年11月9日至21日在
县（市、区）招考办或县（市、区）招考办指定的地点对
报名信息进行现场确认。

符合条件考生需到户口所在地报名
所有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包括普通高考统考

生，职教师资和高职班对口招生考试考生，藏文、彝
文一类模式高考考生，保送生，少年班考生，特殊教
育单考生及高水平运动队单考生等）均在常住户口
所在县（市、区）招生考试办公室指定的报名点报
名。有地域性加分照顾录取政策县（市、区）的考生，
须具有连续三年以上当地正式户籍（即其户籍在
2015年8月31日以前已在当地）才能享受当地加分
照顾录取政策；其中三州十七县两区的少数民族考
生也才能报考省属院校举办的少数民族预科。

所有拟享受普通高校招生录取照顾政策（以《四
川省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实施规定》为准）的考
生均须对其照顾项目进行申报并公示。在规定时间
内未申报的考生视为自愿放弃。申报办法将在省教
育考试院网站公布。

报名分为三个阶段
报名分为网上填报基本信息、现场确认和网上

缴费三个阶段。所有考生报名时必须使用居民身份
证，并作为审查考生的姓名、出生日期、族别、身份证
号码、户籍等信息的依据。

凡父母在我省有合法稳定职业和住所（含租
赁），在父母就业和居住地具有高中阶段学籍和3年
完整学习经历且符合普通高考其他报名条件的随迁
子女，可在就读地报名参加普通高考。申请参加普
通高考的随迁子女，应在2017年10月31日前，向就
读中学所在的县级招考办申请，提供房产证或县级
公安机关出具的父母暂（居）住证明和有关单位出具
的父母合法稳定职业证明，提供县级及以上教育行
政部门出具的在当地就读年限和取得学籍的证明。
经审查，符合条件者准予报名。

不符合在外省参加高考及录取条件的四川籍人
员，应回户籍所在地报名考试。

国家专项计划、地方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实
施范围县的考生，如拟报考相应类别专项计划，均须
由本人进行申报。

11月9日至21日现场确认
考生基本信息由考生本人在网上按要求输入，

考生评语等其他信息由报名点负责输入。考生须在
2017年11月9日至21日在县（市、区）招考办或县
（市、区）招考办指定的地点对报名信息进行现场确
认，核准网上报名信息，同时完成考生居民身份证信
息、面颊特征及指纹特征信息采集。

考生必须认真核对《报名登记表》上照片、姓名、
民族、身份证号码、户籍地址、户口性质、毕业学校、
应往届等基本信息，无误后签名确认，并对真实性负
责。一经确认，考生基础信息不再更改。因填报信
息不准确或输入、确认失误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
负责；未经签名确认，考生的报名无效。

五年制高职拟转录学生的身份信息采集工作由
转出学校所在地的县（市、区）招考办负责，采集时间
与普通高考同步。

在县（市、区）招考办进行现场信息确认时，所有
考生须签订《考生报名考试诚信承诺书》。

11月27日前网上缴纳费用
普通高考报名考试费由考生在报名现场确认

后、11月27日前通过网上缴纳。报名考试费标准按
每生130元缴纳。未缴费的其报名无效。

工作中的缪川。成都黄瓦派出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