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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5时）
AQI指数 14 4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康定
良：巴中、西昌、广安、内江、遂宁、南充、攀枝花
轻度污染：广元、泸州、达州、资阳、眉山、

德阳、绵阳
中度污染：乐山、宜宾、自贡
重度污染：雅安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75—205
空气质量等级 中度至重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
部分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盆地南部局部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
部分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盆地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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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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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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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111健康热线提醒您：

缺牙市民请注意：
种植牙可办理援助了

缺牙很受罪，假牙太恼火，安全牢固、自
然美观且不伤邻牙的种植牙是缺牙者的理想
选择，倍受缺牙者喜欢。

为帮助市民早日摆脱缺牙困扰，春节前
就能享受到美食，种植牙援助已启动：送种植
牙、免费检查牙齿、送年货。市民可拨健康热
线028-96111申请办理。
一次种植牙，可用一辈子

与活动假牙、烤瓷牙相比，种植牙像真牙
的牙根一样，牢牢扎根在牙槽骨中，稳固耐
用，使用时间长，咀嚼食物有味又有力。最重
要的是，一次种植可终生质保。在种得好维
护得好的情况下，可使用终生，一辈子也不为
牙齿问题烦恼。
种4颗恢复满口牙，为缺牙者省钱

春节家人团聚，都会照一张全家福。对于
缺牙市民而言，“全牙福”却比“全家福”更可
贵。针对多颗、半口、全口缺牙市民，通过植入
2颗/4颗种植体达到重建半口/全口牙齿效果，
牢固、安全、舒适、恢复快，更省钱省心。
1月27日：缺牙市民专属聚会

另外，一场专门针对缺牙市民的聚会周
六即将在蓉举行：分享人生、畅谈年夜饭；免
费做种植牙，观看医生做种植手术的全过程；
到场即可领取对联、福字等年货。参加聚会、
CT检查牙齿均是免费的，市民朋友也可以多
多邀约朋友一起参加。种牙送电饭煲、足浴
器、按摩仪、现金红包等好礼。

市民报名热线：028-96111。

四川饮用水行业龙头——蓝光美
尚饮品，专注健康饮水二十年，坚持

“客户满意是我们的第一目标”的核心
理念，以卓越的品质，连续九年被评为
四川省名牌产品，2011年以来，连续6
届荣膺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组委会指
定饮用水。

二十年来，蓝光美尚创新不断，树
立行业标杆，引领行业发展。2017年，
蓝光美尚为满足消费者对产品品质的
高要求，在软、硬件方面进行了全新升
级，再度引领行业新发展。

升级自动化生产线：
引领四川桶装水制造工艺达到全国领
先水平

2017年，蓝光引进2条桶装水行
业先进的自动化生产线，新产线由

中国饮料包装机械行业第一家上
市公司、行业顶尖设备制造商——
达意隆整线配套供应，多项领先工
艺和技术的运用，在四川桶装水均
属首次。

韩国进口BMI高压预洗设备，伸
缩式高压多角度水刀喷头，深入水桶
内部，以70公斤级压力，实现水刀反
复旋转7周刮扫喷冲，确保PC桶内
部清洁，如此先进水平的预洗设备
是首次引入四川桶装水行业。

四川桶装水行业首次采用德国
LEUZE技术的非接触式定量灌装工
艺，灌装头不接触水桶，定量灌装，精
准高效不浪费。

二维码防伪管理：
一桶一码，健康品质扫码便知

2017 年，在业内率先启用桶装
水产品二维码防伪系统，让每一桶
水都有自己的身份证，每一桶水在

生产线实现自动扫描赋码，产品信
息及时刷新。消费者扫描桶身的二
维码即可查验产品信息，验证真伪，
让健康品质有据可查，让消费者喝
上放心好水。

首家在线桶装水透明水厂：
让健康饮水更放心

2018年1月，蓝光在线透明水厂
正式上线，再度引领行业。通过手机
微信关注”蓝光活力心”官微，即可在
线参观透明工厂，了解每桶蓝光矿泉
水的生产过程，从PC桶生产，再到空
桶上线检测、PC桶清洗、消毒，再到
无菌灌装，套标封装，防伪赋码，自动
套袋，自动码垛，最后成品入库，每天
300次质检，所有的生产流程，都完整
的呈现在消费者面前，透明工厂让饮
水更加放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母琪

品质保障再升级 引领行业新标杆
蓝光美尚荣膺“榜样中国·2017年度新食代新标杆领军企业奖”

龙泉部分

1月22日8：30—18：30
丽阳社区安置房一期
1月23日16：30—22：30
洪河省医院

新城部分

1月23日8：00—19：00
城南领寓、正兴街道正兴电视台、

秦皇苑小区、天正化工、松林村、松林1
社、宏腾精细化工、黑石6社、鱼嘴1社
2社、正兴污水处理厂、东风3社、双建
水泥制品厂、森宇公司、钓鱼嘴东站地
铁施工用电、芦角村站地铁施工用电

1月25日8：30—17：30
华阳街道办事处正东上街现代电气

厂专变
双流部分

1月23日8：00—16：00
东升街道长兴社区
1月25日8：00—18：00
东升街道芦蒿社区
1月25日9：00—16：00
黄甲街道全益食品有限公司

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

2018年1月第4周停电计划

由于此次押解行程达2000多
公里，且昼夜兼程，为确保安全，押
解车队每辆车均配备了2名驾驶员
轮换驾驶。行进中，车辆保持100
公里/小时左右的匀速，两车间车
距保持在150米左右。

11点，出发一个小时后，押解
车队到达第一个服务区，车队在
这里停车并押送嫌疑人集体上卫
生间。

每名犯罪嫌疑人由两名警察
看护，女嫌疑人则由一男一女两名

警察看护，女警陪同上卫生间，男
警负责在外面警戒。为了保护嫌
疑人的隐私，上厕所也戴着头套。

而在嫌疑人下车之前，全副武
装的警戒人员已经从车门到厕所
之间，形成了一个警戒通道，确保嫌
疑人安全如厕。记者了注意到，嫌
疑人上厕所整个过程约为10分钟。

另据了解，本次德阳警方的跨
省大押解也充分考虑到人性化，提
前给29名嫌疑人备好了棉衣棉裤，
并给女嫌疑人准备了卫生棉。

“有困难找警察”。在路口执
勤4个多月的辅警黄鹏，几乎
每天都能遇上各种求助。但

这一次有些不同：在大冷天里，一只脏兮
兮的流浪狗跑到成都顺城大街一路口，
可怜巴巴地向正执勤的黄鹏“求助”，还
一度“耍赖”，守在路旁等着他下班。

等到吃饱喝足后，又给辅警小哥
当起小跟班……而这一幕，恰好被路
过市民拍下并传到网上，从引来众多
网友的好奇与点赞。

1月22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联系到当事人黄鹏，热心的成都
交警四分局辅警小哥。

一开始，他还以为是附近居民的
狗狗，但下班询问一圈后也没找到主
人。“有居民说它是附近的流浪狗，恰
好我正好想养狗。既然这么有缘，那
我就把它收养了。”黄鹏说。

寻找小哥温暖了成都大寒天
随着气温走低，夜里的成都变得

十分冻人。最近，一篇“成都交警向流
浪狗伸出援手”的帖子在不少市民的
微博、微信圈子里走红。

帖子中称，1月20日，恰逢大寒节
气，成都夜晚温度也特别低。在成都
顺城大街与人民东路路口，“一只流
浪狗一直跟随一名交警叔叔，也许是
冷了或者饿了，在向交警叔叔寻求帮
助。”甚至，还等着交警下班，一起走
进寒风里。帖子发布不久，就被不少
网友转发、点赞。有网友评论称，“连
动物都知道有困找警察了”“被交警小
哥哥的背影暖哭了”“温暖了成都的大
寒天”。

同时，也有市民发问：这只狗狗现
在怎么样了？有没有找到主人呢？这

位交警小哥会不会把它收养？为此，
记者寻找到了这位交警小哥。

大寒天里流浪狗跑来“求助”
“当时我恰好在执勤。”黄鹏说，当

天，他和带班民警正在顺城大街人东路
口附近，如往常一样指挥、疏导交通。

“遇上了晚高峰，车流比较大。”黄
鹏说，当天晚上6点20分左右，他从路
口走过来，发现同事的警摩下面，蹲着
一只白色但脏兮兮的普通狗狗。

“它看到我走过来，就站起来摇尾
巴。”为了安全起见，他将狗狗带到路
边街沿上，“本以为它会离开的，但没
想到我下班时它还守在那儿，就像是
在等着我下班一样。”

“有可能也是饿着了。”随后，黄鹏
买来根火腿肠，但狗狗没吃，但一直跟
在他身后，看到前面有人吃盒饭后，就

不走了，“我就问正在吃饭的人，能不
能甩几片肉和菜给它吃，狗狗吃了一
些后就欢腾起来了。”

“它和我投缘，打算收养带回家”
“一开始，还以为是周围人家的，

但我问了一圈都没人认识，有人说它
是附近的流浪狗。”黄鹏说，当晚，他把
狗狗带到二环路就近的朋友家寄养，

“朋友这里有狗粮，而且我家离得远，
在温江，害怕跑远了狗狗不适应。”

22日下午，记者跟随他一同前往朋
友家。“昨天已经送去打了疫苗，也简洗
了下。”可以看到，在黄鹏和朋友的照料
下，这只狗狗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在床
上、地上跑上跑下蹦跶，“朋友要出差了，
我来带它去温江，准备正式收养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力
实习生 王爱玲

□“横跨五省市押解嫌疑人回川”追踪

·精英押解队护航·30小时日夜兼程·行程2000多公里

昨日10点
押解上路

1月22日上午10点，经过两个小时的点交后，由德阳警
方抓获的涉嫌跨国电信诈骗洗钱案的29名犯罪嫌疑人被押
解上大巴。他们将在德阳警方的一支精英押解队的看护
下，从福建厦门出发，跨江西湖南等 5 省市，行程 2000 多公
里，回到德阳接受进一步审讯调查。

按计划，此次押解行动长达30多个小时，除在服务区上
厕所休整外，车队行进不舍昼夜，就连吃饭也都在车上。负
责此次重点人员押解的是德阳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特战大
队，大队长黄巍介绍说，除了对嫌疑人实行2：1的押解，同时
配备了手枪、步枪、冲锋枪等荷枪实弹的警戒人员，全程看护
如影随形，“而且我们挑选的都是精兵强将，有神枪手、有散
打冠军，还有马拉松冠军以及应急处突反恐精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除了直播本次犯罪嫌疑人的点交
和押解上路外，记者还跟随大巴全程追踪拍摄整个押解回川
的全过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唐金龙 摄影报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全程直击德阳警方押解29名跨国电信诈骗洗钱嫌疑人回川

在福建龙岩给车辆加油作短
暂停留后，15时30分左右，押解车
队进入江西省境内。押解警队负
责人同到达前几个站点一样，通过
语音和视频的方式，向德阳押解指
挥部报告情况。

据了解，此次押解的29名嫌疑
人中，有1人患有糖尿病，1人感
冒。临出发前，押解警队专门给这
2名嫌疑人准备了相应的药品。

晚上六点，押解车队抵达江西
泰和东服务站，押解警官为患感冒

的嫌疑人送去了药品，并照看其服
药。而对于另一名有糖尿病的嫌
疑人，警官也一路为他测量血糖，
并且按时让其吃药。

截至22日晚上7点记者截稿
时，押解车队仍行进在泉南高速
上。押解车队将昼夜兼程，预计
23日下午稍晚时候抵达德阳，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将一路
跟随押解车队追踪拍摄，并在押解
车队抵达时再次进行现场直播，敬
请关注。

中午12点不到，车队行进至厦
蓉高速金山服务区，停车就餐。

专案组蒲刚警官已带领先遣
机动队准备好了午餐盒饭。据蒲
警官介绍，他们提前了两个小时出
发，打探前方路况和就餐点情况。

“预计饭点时间，选择服务
区，提前去把 130 盒盒饭准备
好。”蒲警官说，为照顾嫌疑人口
味，所准备的菜品以清淡为主，均
是三荤一素外加一个鸡腿，确保大

家都能吃饱。
蒲警官还介绍，嫌疑人都在

车上就餐，由看押民警负责送到
手里，整个就餐时间在一个小时
内。据了解，嫌疑人在车上就餐
时，他们的看护警官也是一起吃，
车外有全副武装的警戒人员负责
安全警戒，用餐结束后再安排上
厕所。

蒲警官给记者介绍完情况后，
又匆匆跳上车赶往下一个站点。

2对1陪同 武装人员“开道”▶
如
何
方
便

加鸡腿盒饭 与民警车上同餐

患病嫌疑人 一路被照料服药

▶
如
何
就
餐

▶
如
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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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8010期开

奖结果：24、25、26、28、29、04、12，一等奖2注，每
注奖金1000万元；一等奖追加2注，每注奖金
600万元。二等奖74注，每注奖金136700元。
二等奖追加23注，每注奖金82020元；三等奖
521注，每注奖金7654元。三等奖追加148注，
每注奖金4592元。（45.88亿元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022期开奖结果：
656 直选：9151（484）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
3：13460（1122）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0注，每
注奖金173元。（668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022期开奖
结果：65667 一等奖：48注，每注奖金10
万元。（2.29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8009期：131031331010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8009期：311211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8009期：003301330001

足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8022期开奖结果：992，单选1129注。
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1134注，单注奖
金346元，组选6，0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
彩”第2018010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
14.08.13.02.30.28.03，特别号码：10。一等
奖5注，单注奖金279278元，二等奖9注，
单注奖金2216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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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冬执勤遇流浪小狗“求助”辅警小哥这个举动“暖哭”网友

押解返川。

进服务区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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