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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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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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

晴

晴转多云

晴

多云

多云

小雨转阴

多云

小雨

小雨

小雨转阴

阴

阴

阴转小雨

小雨

小雨

多云转阴

小雨

多云

多云转小雨

-6-13℃

-1-10℃

5-19℃

7-21℃

5-16℃

7-14℃

10-13℃

6-14℃

8-12℃

10-12℃

9-13℃

8-13℃

9-12℃

10-13℃

11-13℃

10-13℃

10-13℃

9-12℃

8-16℃

10-15℃

晴

晴转多云

多云转小雨

晴转多云

多云转晴

阴转多云

小雨

阴转多云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

小雨转晴

小雨转阵雨

-5-15℃

-1-11℃

5-18℃

9-21℃

1-13℃

5-12℃

9-13℃

6-12℃

7-13℃

9-12℃

9-13℃

8-12℃

8-11℃

9-12℃

10-12℃

10-11℃

8-12℃

8-11℃

3-13℃

6-13℃

吴冰清

同呼吸
2日空气质量

成都（15时）
AQI指数 114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康定、巴中、马尔康、西昌、广安、
良：德阳、绵阳、泸州、内江、广元、遂宁、眉
山、资阳、南充、乐山、攀枝花
轻度污染：雅安、宜宾、自贡、达州

3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35—165
空气质量等级 轻度污染至中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部
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部
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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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地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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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7141期开
奖结果：02、08、21、22、29、03、05，一等奖3
注，每注奖金1000万元。一等奖追加1注，每
注奖金600万元；二等奖69注，每注奖金
150239元。二等奖追加28注，每注奖金
90143元；三等奖597注，每注奖金6968元。三
等奖追加204注，每注奖金4180元。（42.37亿
元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329期开奖结
果：535 直选：5156（267）注，每注奖金1040
元；组选3：8499（675）注，每注奖金346元；组
选6：0注，每注奖金173元。（621.4万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329期开奖结
果：53576 一等奖：41注，每注奖金10万元。
（2.45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7179期：

1333013333010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7179期：

2110301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7179期：

133333101100

成都获评厕所革命先进市
影壁、花窗、花篮、鸟笼，睡莲、锦

鲤、仿古石水槽，圈椅、桌子、古灯、青
苔……一派老成都的传统韵味，与锦
里景观相得益彰。如果不是门头“公
共厕所”的标志，还真以为是一座明清
时期的雅致院落。这个位于成都锦里
景区的厕所，曾上榜中国“最美公厕”。

而像这样的景观厕所，成都还有
许多。成都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今年1至9月，成都市旅游局划
拨资金600余万元奖励旅游厕所改
建。全市旅游厕所的软硬件水平已得

到有效提升，旅游配套不断完善，成都
连续两年被国家旅游局评为厕所革命
先进市。

截至今年9月，成都A级旅游景
区厕所数量从2015年的553座增加
至704座。仅今年前三季度，成都的
旅游景区第三卫生间新建36座，改建
27座。这些厕所围绕“数量充足、干净
无味、管理有效、实用免费”的目标，摒
弃奢华、“高大上”的建设理念，更加注
重简约、卫生、实用、环保。旅游公路
沿线、乡村旅游点、旅游步行街区、旅
游集散点、城区主要道路等的厕所建
设力度不断加大。

夜查酒驾、交警版《成都》、蓉e行
众治平台……12月2日全国交通
安全日之际，成都交警通过专项

整治、歌曲改编、表演等方式提倡文明出行，
吸引众多市民围观、点赞。

当天上午，在宽窄巷子东广场上，交警
等部门还为6位零违法或19年零投诉的老
司机颁发了“文明平安好司机”奖项。

随着文明交通+科学治堵的深入，成都
拥堵指数下降明显。为感谢广大优秀驾驶
员，即日起成都交警开始在全城寻找“蓉城
好司机”，经全民票选后给予好司机们优厚
奖励。同时，提醒广大市民可通过成都交警
“蓉e行”平台，举报交通违法行为，呼吁全民
参与成都交通治理。

点赞
公交老司机19年零违法获赞

“李师傅开车特别稳。”2日上午10
点过，在宽窄巷子东广场上，公交车司机
李飚的视频在大屏幕上播放，有眼尖的
市民立马认了出来，“这是3路车的李师
傅，常坐他的车。”

“开了20多年公交车。”李飚告诉记
者，在有统计的19年里，他零事故、零违
法、零投诉的表现，获得市民、公司及交
警部门点赞。

与名字里的“飚”不同，李师傅开车
十分稳，有市民还称他为“老僧”。“开车
不是比速度，应该拼安全。”他说，3路车

从九里堤公交站到城东客运中心，路线
从城西北到东南，中间得跨过中心城区，

“遇到过各种状况，心态就练出来了。”
当天，连续6年零违法的私家车驾驶

员王华美也获得“文明平安好司机”奖，
她说，保持多年零扣分的诀窍，就是要遵
守《道法》，驾驶时还得心细，做到不抢不
闯不怒，“这些年看到蓉城交通日新月异
的变化，身为成都人很自豪。”

走红
交警版《成都》最高日播超百万

“让你不能回家的，不止昨夜的酒，

让你驾照吊销的，是你还酒后驾车
……”当天上午，这首交警改编的《成
都》回荡在热闹的宽窄巷子，现场演
唱引来众多游客围观。主唱者是成都
交警一分局民警郑重，幽默又不失温
情的歌词，则是成都交警集思广益的
成果。

郑重说，歌曲既唱出他们日常查酒驾
工作，也在适应新时代的大众口味，“希望
通过音乐形式，提醒驾驶员对酒驾说不。”
据了解，这首成都交警版《成都》，今年上
半年便在全网发布，最高单日播放量达到
百万次。

此外，记者还注意到，除了改编歌

曲外，当天的活动，还带来了成都交警
最新制作的 16 集交通安全动漫《明路
权 车易行》。“其中，包括常见闯黄灯、
随意变道、插队塞车等16种易被忽视、
却又易造成拥堵的交通违法。”

成都市交管局民警表示，目前该
动漫已在不少司机间传开，希望更多
市民注意这16种交通违法，并自觉维
护道路交通安全。

启动
寻找好司机成都交警赠大奖

像李飚这样的好司机，成都交警还
将继续寻找。在当天活动上，成都市交
管局正式启动“蓉e行”寻找“蓉城好司
机”活动，答谢为成都交通文明作出贡献
的平凡驾驶员们。

据了解，活动将从12月2日至12月
31日进行报名、海选，再经交警部门核实
后，在 2018 年 1 月 5 日向广大市民公
布。最终评出的好司机除了获得市民、
交警点赞外，还可获价值千余元的奖品。

成都交警同时提醒广大市民，若发
现转弯不让直行车、乱加塞插队、乱掉头、
开车接听手机、抢黄灯等突出交通违法，均
可通过“蓉e行”平台举报，一经核实，交警
部门将对违法司机进行严格处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力
摄影杨涛

华西都市报讯（张金 记者 李逢春）这两天，
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冬季“退伍季”，一群挥洒青春
热血的青年将告别军营。12月初，武警四川消防
总队各市州支队隆重举行老兵退伍欢送仪式。今
年的很多退伍老兵都曾参加过九寨沟地震等重大
抢险救灾行动，他们将在最隆重的仪式中，离开四
川这个第二故乡，开始人生的新篇章。

1日上午，绵阳市公安消防支队隆重举行老
兵退伍欢送仪式，同时对2017年度优秀士兵进行
表彰。支队长李志全、政委孔令为退役士兵卸下帽
徽、肩章，摘下领花，并为退役士兵佩戴光荣花、优
秀士兵奖章，发放《士兵退出现役证》。退伍老兵
中，大多人今年都参加了茂县山体垮塌和九寨沟地
震的抢险救灾行动，有的还因表现突出立功受奖。

退伍仪式特别安排了一个很有特色的交接环
节，消防老兵们亲手把自己使用的灭火水枪交到新
兵手上，让新兵们继续做好消防灭火工作，当好群
众的安全守护人。随后，退伍老兵庄严宣读退伍誓
词，退伍战士代表贺平宣读了临别感言，回首警营
生活，勉励战友们安心服役、献身消防。

交接仪式。

成都A级景区
旅游厕所增至704座

关注我们身边的

“厕所革命”

成都老司机19年零违法获赞
即日起，成都交警全城寻找好司机赠千元大奖

连续两年获评“厕所革命”先进市

游发展迅猛，厕所却是痛
点之一。不少地方大力推
介景区景点，却“管不好一

个厕所”。脏、乱、差，曾经是不少
游客对景区厕所的印象。

如何才能让小空间展示大文
明？作为中国最佳旅游城市，近年
来成都大力推动旅游景区厕所升
级，连续两年获评国家旅游局表彰
的厕所革命先进市。12月2日，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成都市
旅游局了解到，经过近三年的努
力，成都市共新改建旅游厕所286
座，A级景区旅游厕所增至704座，
“厕所革命”逐步从景区扩展到旅
游沿线、从城市扩展到乡村、从数
量增加到质量提升，有效解决了游
客如厕难的问题。

旅

•成都市高新区：
公厕每月一次考核打分

推进厕所革命，成都高新区也很
拼。成都高新区环境保护和城市综合
管理执法局提供的消息显示，为提供
便民优质公共服务，从4月起成都高新
区49座政府权属公厕中具备开放条件
的47座公厕24小时向公众开放，夜间
开放期间配备专人值守。

同时，严格按照《成都市环卫公厕
管理规范》加强日常管理，对照《成都
市环卫公厕检查考核评分表》每月开
展一次考核打分。统一设置公厕标志
牌、公示牌。

•成都市锦江区：
73座公厕全天不打烊

目前成都市锦江区有环卫公厕
118座，其中24小时开放公厕73座。
锦江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厕所革
命”启动以来，锦江区已对全区环卫公
厕内、外标识标牌进行了全面更换，同
时在公厕门口安装夜间灯箱标志牌，做
到“标识统一、指示清晰、通俗易懂”，共
安装夜间灯箱标志牌119个，公示牌
119个，室内标识标牌2608个。

今年，锦江区的118座公厕全部
纳入成都城管APP——找公厕，向公众

公布公厕相关信息及24小时开放情
况。同时，在公厕内增设软件设备，配
备卫生纸、烘手器等，便于市民使用。

•成都市新都区：
公厕引入廉洁漫画

今年以来，新都区在厕所革命中，
积极开展“第三卫生间”改造、增设“两
纸一液”、部分公厕推行24小时开放和

“廉洁文化进公厕”等，切实将该项民
生工程落到实处。

记者了解到，今年5月中旬，为推动
“公厕改革”惠民措施深入实施，新都区
城管局坚持党风廉政与重点工作相结
合，积极将廉洁文化融入公厕改造，以
桂湖森林广场公厕为试点，将专题设计
的20余幅党风廉洁文化漫画布入广场
内3个公厕，向全区市民展开党风廉洁
文化宣传。截至目前，新都区城管局已
完成城区直管的34个公厕廉洁文化漫
画宣传全覆盖，悬挂漫画100余幅。

•成都市郫都区：
配免费Wifi还能听音乐

市民“方便”无小事。成都市郫都
区城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了不断

“查漏补缺”，今年大力推进公厕新建。
截至2017年10月底，全区完成公厕新
建10座，另有11座公厕12月底前竣
工并投入使用，2018年拟建的4座公厕
目前已进入基本建设程序阶段。

此外，着力“扮靓”公厕升级。一
是打造“最美公厕”，美化公厕内部及
周边环境，增添绿植及地栽花卉1万余
盆。在服务上面也同步升级，投入免
费洗手液、手纸等清洁用品，安装音乐
播放器，使公厕更具人文关怀。“我们
还利用新媒体平台，着力构建智慧公
厕。”目前，郫都主城区公厕内免费wifi
已全覆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殷航
张想玲 谢燃岸

4A以上景区第三卫生间全覆盖

2017年，全国“厕所革命”工作现
场会提出，全国5A级旅游景区必须配
备“第三卫生间”。此后，成都市旅游
景区的“第三卫生间”改建也拉开大
幕，要求全市4A级及以上旅游景区今
年必须实现第三卫生间全覆盖。

同时，为进一步提升旅游厕所服
务水平，成都还要求全市A级旅游景
区、星级农家乐、乡村酒店必须配备卫
生纸和洗手液。

值得关注的是，为了支持旅游景

区的厕所新改建工程，按照《成都市
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若干政策措
施》，成都市旅游局还整合了国家、省
级专项资金，结合各地新改建旅游厕
所质量等级情况，给予1A-3A级旅游
厕所经费补助。

除了景区厕所的改建，城市公厕景
观化、特色化、旅游化也是成都厕所革
命的重点。记者了解到，按照旅游厕所
建设管理相关标准，成都已对城区部分
公厕周边环境、外部墙面、内部功能、
残疾人设施、母婴设施等特殊人群服
务、厕所文化等进行了改造完善。

厕所不达标景区将一票否决

据了解，成都市政府已连续三年
将旅游厕所新改建工作纳入目标管
理，并与区（市）县政府签订了旅游厕
所新改建目标责任书，明确目标任务。

成都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称，该
局还安排专人负责全市旅游厕所的建
设管理工作。譬如，运用暗访、交叉检
查等方式，结合景区、度假区、宾馆复
核等工作，对旅游厕所管理服务水平
进行测评和考核。

此外，不定期组织旅游专家、社会
监督员和媒体记者对旅游厕所的卫
生状况、日常管理、服务质量、设施维
护等进行明查暗访，对卫生不达标、
管理不规范、服务跟不上的厕所进行
通报，并以此作为年底目标考核的重
要依据。

同时，成都市旅游局还将厕所建
设管理、第三卫生间建设、母婴设施建
设等作为景区、度假区评定的前置条
件，不达标的一票否决，确保旅游厕所
管理服务水平。

今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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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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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

消防老兵退伍
水枪“传承”给新兵

成都市锦江区移动公厕。

12月2日，获评“文明平安好司机”称号的李飚（左三）等人上台领奖。

成都市菊乐路口一公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