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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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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1日，由华西都市报、华西社
区报联合成都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协会
主办的“致敬30 智创未来-新营销时
代楼市创新发展精英实战论坛暨
2017中国（成都）城市影响力总评榜”
颁奖典礼在四川日报报业集团举行。
行业专家学者、主管部门及40多家企
业代表、上百名业主代表汇聚一堂，共
同致敬成都楼市30年，并探讨成都地
产未来的创新与发展之路。

公益推优
寻找榜样企业及项目

从1988年至今，成都商品房开发
已走过30个年头。为了表彰那些至
今还在为成都楼市健康发展默默付
出，并起到表率作用的开发企业和领
军人物，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华西都市
报、华西社区报携手成都市房地产开
发企业协会启动成都城市影响力楼市
总评榜大型公益推优宣传活动。这次

年度城市影响力推优活动从社区业主
影响力切入，寻找那些诚实守信、创新
经营、贡献突出的优秀企业，设计水平
高、工程质量优、科技含量高的开发项
目，以及引领市场风向、深受业内认可
的行业领军人物。

九大奖项
致敬成都地产三十年

这是一场应对楼市现状与未来发
展方向的高峰论坛，这更是一次行业
关注、社区业主居住品质满意度大调
查的推优活动。历时三个月，上百家
企业和个人入围初选名单。期间，华
西社区报派出多路记者深入各大楼盘
实地走访，倾听消费者的心声，感受成
都楼市的魅力。最终评出成都房地产
30年卓越领军人物、成都房地产30年
杰出贡献企业特别大奖、成都房地产
城市推动力企业等九大奖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董峰

2017中国（成都）城市影响力总评榜荣耀榜单发布

致敬地产30年 见证榜样的力量
成都房地产30年卓越领军人物

成都金房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晓
白；成都丰德企业集团管理有限公司理
事长许晓舟；成都建川实业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樊建川；成都合力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董事长罗羽林；成都圣沅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元庆；成都
正合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毛勇
成都房地产30年杰出贡献企业

成都万科房地产有限公司 、保利（成
都）实业有限公司、恒大地产集团四川公司、
中海地产成都公司、成都天府华侨城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四川蓝光和骏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置信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成都
青年房产有限责任公司、成都金房集团有
限公司、成都正合地产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成都房地产城市推动力楼盘

复地金融岛、武侯金茂府、华侨城·天
屿、碧桂园·海昌天澜、阳光城·半山悦、中海·
锦江城、保利·堂悦、雅居乐花园·富春山居

成都房地产城市推动力企业
成都复地明珠置业有限公司、四川

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中国金茂
成都公司、融创中国西南区域成都公司、
成都富力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奥园商业
地产、阳光城四川区域公司
成都最佳城市地标商业综合体

成都锦华万达广场、凯德·天府、优
品道广场、成都富力广场、丰德成达中
心、成华奥园广场、龙湖成都西宸天街
成都房地产杰出营销顾问机构

四川世联行兴业房地产顾问有限公
司、成都中成房业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合
富辉煌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
成都房地产创新品质示范楼盘

恒大·金碧天下
成都房地产城市新领域推动特别奖

万科·幸福家
成都房地产优秀服务商

成都锐理数据处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荣/耀/榜/单（排名不分先后）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8014
期开奖结果：14、16、18、24、31、01、08，一
等奖1注，每注奖金1000万元。一等奖
追 加 0 注 ；二 等 奖 53 注 ，每 注 奖 金
188566元。二等奖追加22注，每注奖金
113139 元；三等奖 374 注，每注奖金
10855元。三等奖追加122注，每注奖金
6513元。（47.26亿元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031期开
奖结果：525 直选：6504（296）注，每注奖
金1040元；组选3：6387（469）注，每注奖
金 346 元；组选 6：0 注，每注奖金 173
元。（622.6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031期开
奖结果：52574 一等奖：41注，每注奖金
10万元。（2.45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成都（15时）AQI指数 94
空气质量 良
优：西昌、巴中、康定
良：攀枝花、遂宁、广安、达州、泸州、资阳、
眉山、广元、内江、宜宾、南充、自贡、德阳、
乐山、绵阳、雅安
轻度污染：马尔康

1月31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2—123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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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日空气质量预报

同呼吸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
第2018031期开奖结果：328，单选1720
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
奖金 346 元，组选 6，3093 注，单注奖金
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
乐彩”第2018014期开奖结果：基本号
码：04、26、21、24、06、27、13，特别号码：
09。一等奖2注，单注奖金717202元.二
等奖6注，单注奖金3415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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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只花猫一只花猫//

被困10米高架桥2年

1月31日，成都市阳光明媚。青羊
区三环路附近一处高架桥，约10米高
的桥墩一座挨一座，缠绕在桥墩上的爬
山虎已经枯萎，只留下枯枝随风摇摆。

在其中一个桥墩的缝隙中，一只小
猫已经被困2年了。这期间有人想搭
梯子去救它，但因太高而行不通。也有
人想从高架桥上翻过去救它，因太危险
也未成功。

最新的一场“救猫行动”从1月27
日起在这里展开。当天下午，一个专门
救助动物的社工组织接到一女士的求
助后来到这里，试图把猫救下。“在这么
高的地方活了2年，猫也不容易。”一名
搜救队员说，猫能够在桥上生活2年，
全靠一位好心大爷。

搜救队员说，一开始，他们不相信
猫被困了2年，但在搜救中对桥缝进行
清理时看到，小猫活动区域铺满了人喂
食的塑料袋，足足清理了三大口袋。

“这只猫没有饿到过，对我们摆出
来引诱它的食物一点兴趣也没有。”搜
救队员说，和其他流浪猫不一样，这只

“养尊处优”的猫“不好救”。
在桥墩上设置诱捕笼，静静等待5

天后，1月31日下午2点过，小猫终于耐
不住美食诱惑，走进笼子，被社工组织从
生活了2年的高架桥上救出。接着，它将
在动物医院体检后，送往领养中心。

猫咪被猫咪被困高困高架桥缝隙架桥缝隙
靠靠老人扔老人扔食食生存两年生存两年

两年扔食两年扔食//

每天两包投喂700多次

慢慢地，桥上的猫咪到点便从桥
洞中钻出来，趴到桥墩边等老戴，它
最常出现的位置是桥墩上边的一个
石桩。

“猫猫，咪咪！”老戴一喊，猫咪就
急忙从石桩上跳下来，探出小脑袋往
桥下瞅。“它在高上看我，我在底下看
它。”

看着老戴抡起了胳膊，小猫便往
后退两步。老戴说：“它机灵得很，怕
东西甩上去打到自己了，就赶忙往后
缩一下。”

等到第一袋食物稳稳抛上去，猫咪
又伸出头来看看。“哦，还有一包。”小猫
又赶忙往后退退，等待食物“从天而
降”，一张嘴，再把今天的伙食叼起来，
扒开食品袋进餐。

投喂的次数，超过了700回。
“每天扔两包，一般要扔3次以上

才能扔上去，你算算，是不是好几千次
了。”他摆摆手，这真不能细数。

“其他人喊它不得理，听到老戴的
声音就会跑出来。”陶女士说，有时候扔
了食物上去，它还会在桥墩上望着，目
送老戴从桥下过了街，走到街对面的花
园里，再去叼自己的伙食。

懂得珍惜懂得珍惜//

动物和人一样也有生命

“有时候甩得一身汗湿了才回来，
上个月感冒住院了，晚上还跑过去喂
猫。每天都甩，手和肩膀筋骨扭到了，
经常就要痛。”面对老伴陶女士的“控
述”，老戴辩解：“我还算好嘛，还没痛到
弄不动了。”

有时候，他也会担心，自己甩不动
了怎么办？可以叫门口王师傅去甩。
他心里想着，但又担心其他人甩不上
去，用的力度、甩的高度都有讲究，这是
有难度的。

高架桥上被困住的猫，成了一家人
的心结。幸运的是，这个结终于打开
了。

老人说：“也许你们年轻人还没体
会到生命有多珍贵，我是得过癌症的。”
老人坐在小板凳上，摘了帽子，摸摸稀
疏的头发。“要不是做了手术，我原本可
以甩得更高。”

按他的身体条件，本不该去喂猫
的。老戴的腰部在9年前患病时做过
手术。“太用力的话，怕伤口崩开。”

“年轻的时候对生命没什么概念，
猫猫狗狗嘛，该咋样咋样。但到了现在
这个年纪才知道，人和动物都是一样的
生命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摄影 杨涛

2018年1月31日下午2点过，成都市青羊区三环路附近，一只被困高架桥2年的白黄色小猫终于
重回地面。

2016年春节，这只小猫出现在这座高约10米的高架桥桥墩上，它怎么上去的，原因成谜。它被困的最
初几天时间里，不停地“叫唤”求救，引来一位好心大爷，一人一猫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从那年农历正月初五开始，大爷每天都会出现在这里，抡起右手，把一个装上食物的食品袋扔到10米高
的桥墩上。每到这时，这只白黄相间的猫就会探出头来。2年来，这位大爷用这种方式让小猫存活了下来。

今年1月27日社工组织接到求助，经过5天的观察和救援，终于在时隔2年后，让小猫重回地面。

老戴和老伴都是成都人，老戴
68岁，陶女士小他一岁。两人退
休后，平日里就是散散步、喝喝茶，
喂猫猫狗狗。家里的前后院子，都
有小动物的落脚处。

前门停着的小三轮被简单改
造成小窝，搭上了塑料布，给流浪
小猫遮风挡雨。院子后面栽种的
花草间，制作了一个小铁笼，“以前
有受伤的鸟过来，就把它养在里
面。”陶女士说。

发现高架桥上那只猫是2016
年春节，街道上空空荡荡。“它就在
那儿下不来，也不知道怎么上去
的，对着路边有人的方向‘架势’
叫，它下不来，只有饿死。”于是，从

正月初五开始，老戴便开始了“徒
手扔食”。

第一次，老戴抡起胳膊，试着
扔了3次，才成功扔上桥墩。两年
来，每天下午5点过，老戴和老伴
陶女士便要开始张罗，米饭煮好
了，掺上切碎的鸭肝，用小食品袋
包裹好，再装上一点猫粮和水，再
用稍大一号的食品袋打包，袋子留
出长长的“尾巴”。

“这样才好甩。”老戴说，自己
已经摸索出了一套扔食上桥的方
法。“胳膊先往后晃，甩两下，站的
位置也是定了的。”

桥下的草坪上，老戴站着扔食
物的那块草皮秃了许多。

一位老人一位老人//

每天扔食喂猫2年不辍

“猫终于被救下来了，以后老戴就
不用天天来甩了。”高架桥边一商店老
板娘说道。

猫被救的当天，这位叫“老戴”的老
人没有到现场。在电话中，老戴听说猫
被救下来，连说“好好好，很高兴”，回到
市区他会立即和家人一起去看它。

小猫被困两年，全靠老戴每天抛食
才生存下来。“救猫行动”从1月27日
开始。当日下午6点过，听说有人来

“救猫”，老戴急忙赶到桥墩下。“听说你
们在找我哇？我约了朋友耍才回来。”
老戴笑着，眼睛弯弯的眯成一条缝，鼻
梁上架着的一副金丝边框眼镜随着表
情动了动。

“猫猫。”老戴喊着，一个白黄相间
的小脑袋从桥缝里探出来一下，又赶紧
缩回去了。“你们今天这么多人，它可能
吓到了，先不着急嘛，改天再来。”老戴
和搜救队员商量后，决定过几天再来。

回到家，老戴对老伴陶女士说：“那
只猫在上头不愁吃喝，肯定不得进笼
子。”

“我们老戴和这些动物有缘分，外
头的猫猫狗狗闻到味道都会跑到他脚
边来。”陶女士告诉记者。

为救小猫
摸索出一套扔食的方法

1月27日，成都苏坡高架桥上夹缝，这只猫咪被困这里两年时间。

1月31日，志愿者救下流浪猫。

▲一位热心大爷每天都到流浪猫被
困的高架桥下抛食救助。

▶志愿者从高架桥上将装入诱捕笼
的流浪猫救下。

解救解救
夹缝猫夹缝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