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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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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5时）
AQI指数 29 空气质量 优
优：乐山、西昌、自贡、广安、巴中、泸
州、康定、雅安、马尔康、广元、达州、
遂宁、内江、眉山、南充、资阳、德阳、
绵阳、宜宾
良：攀枝花

25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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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26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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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口腔健康检测：
缺牙的你，适合种植牙吗？

牙缺失不仅影响发音和面容，而长
久牙缺失造成的细菌感染、咀嚼功能低
下导致的牙龈萎缩、牙槽骨吸收等问题，
可将诱发口腔癌、食道癌等疾病的比例
增高至30%~50%。

告别缺牙的危害，优选种植牙
牙齿缺了，选择什么样的修复方式

呢？市民可拨打电话028-96111咨询了
解更多。据了解，种植牙修复将人工牙
根深植于颌骨内，有很好的固位力，从

“根”上解决缺牙难题，一次种植还能质
保终生，目前已成为缺牙者的优选修复
方式。

想做种植牙？必须先免费口腔检测
即日起，成都市民可拨打健康热线：

028-96111报名，参加0元看牙，口腔健
康大测评活动。检测主要是看通过拍片
查看牙龈状态以及牙槽骨情况是否适合
种植牙。一般来说，健康的牙龈及骨量
多质地密的牙槽骨对想要选择种植牙的
市民来说是最理想的。报名前20名可获
免费拍CT片、全景片。

省心省钱种牙 这些优惠别错过
本周是种植牙团购活动最后一周，

拨打健康热线028-96111免费报名。市
民可享口腔免费检查，种植牙种二送一、
假牙免费清洗等福利，还有机会获得由
爱心单位提供的数百元种牙补贴。名额
有限，先报名先得。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
18047期开奖结果：03、08、10、14、20、
04、08，一等奖3注，每注奖金1000万
元，派奖3注，每注奖金2777777元。
一等奖追加1注，每注奖金600万元，派
奖1注，每注奖金1666666元；二等奖62
注，每注奖金183363元。二等奖追加
30注，每注奖金110017元；三等奖814
注，每注奖金5182元。三等奖追加478
注，每注奖金3109元。（52.93亿元滚入
下期奖池。下期一等奖派奖奖金1000
万元，固定奖派奖奖金余额1.29亿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 18108
期开奖结果：010 直选：5128（323）
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3601
（246）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0
注，每注奖金173元。（634.5万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 18108
期开奖结果：01056 一等奖：31注，
每注奖金10万元。（2.52亿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都说四川“暖男”很多，但多在哪
里、暖在哪儿？也许很多人并不清楚。
就像下面这位男士，自己不经意间一个
小小举动，就可能让人感到暖心。

最近，一张地铁上的“手枕头”照被
多个大V转发，在微博微信中火了。照
片中，一名男子埋头休憩的同时，还伸
出一只手撑在座位挡板上，作为身旁女
子的人肉靠枕……4月25日，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联系上了这张照片
的拍摄者。据他介绍，这暖心一幕，发
生在几天前的成都地铁7号线上，一开
始只觉得这是一个暖心的小举动，“没
想到会引起这么多网友关注。”

这张走红的“单手撑”，出自网友“@
谦虔前钱”微博。令不少网友感动的是，
照片中一位身穿蓝色短袖，背着一个红
色女士挎包的男子，在座位上低头休息
的同时，右手绕过身旁女士的肩部，撑在
座位玻璃挡板上，使女子的头舒服地斜
靠在他的大手上，避免被磕碰到……

这暖心的一幕，被同车乘客发现
并拍了下来。随后，这张照片持续发
酵，被众多网友和大V点赞转发。有

四川网友调侃道，“全方位发扬了火巴耳
朵精神，值得点赞。”

25日上午，记者联系到了拍摄者
@谦虔前钱。据他回忆，当时看到画
面比较暖心，就拍了下来，“照片是4
月22日下午1点左右，在地铁7号线
上拍的，具体哪站记不太清了。”“不认
识照片中的两人，也没来得及确认他
们的关系。只是希望这样一个小举动

能影响更多人，大家一同把四川男人
的好精神发扬出去。”

此外，记者梳理发现，成都还有不
少这样的暖心小动作，感动过万千网
友。

2017年6月27日，成都地铁“单
手哥”的一个动作，就让不少人为之动
容。当时，“单手哥”正在低头玩手机，
一位坐着轮椅的乘客进来之后，他很
自然地搭了一把手，拉住晃动的轮椅，
又用脚把轮椅卡住。而正是这样简单
且不失温情的动作，让“单手哥”的故
事被广为传诵。

而网友“@-开花的石头”微博上的
一张图片也是摄于成都地铁车厢内，图
片中一位满头白发的老爷爷正和一位
老婆婆有说有笑，说话间可能是因为老
婆婆脚上的凉鞋比较紧，老爷爷弯腰拿
起凉鞋，整理好后再亲手给老婆婆穿
上。从整理凉鞋到穿上，老爷爷整个动
作连贯自然、没有丝毫犹疑，平淡中充
满温馨，也引来网友点赞。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力
实习记者宋潇 图据网友

在成都，平均每位研发人员一年
参与两次发明创造，城市创新研发活
跃度居同类城市首位。

4 月 24 日，成都市科技局发布
2017年校院企地创新活力榜。

而在此前颁布的2017年度国家科
学技术奖，成都斩获颇丰。由成都市主
持和参与完成的27个项目荣获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1人荣获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获奖
数量占四川省总获奖数量的90%。

电子科大专利授权量1145件

记者了解到，在成都市“27个获奖
项目和1个获奖个人”中，在蓉高校和
科研院所贡献度极高，有电子科技大

学等6所高校荣获奖励。质的提升背
后，是量的做大支撑。打开榜单可以
发现，2017年在蓉高校发明专利授权
量前十为电子科技大学、四川大学、西
南石油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成都理工
大学、西华大学、四川农业大学、成都
信息工程大学、西南民族大学、成都大
学。其中，电子科技大学发明专利授
权量为1145件。

同时，2017年科研院所发明专利
授权量排名第一位的是中国核动力研
究设计院，专利授权量为164件。

培育“成都创造”领军企业

当前，成都市正强化知识产权保
护和运用，支持品牌整合和平台共享，

大力培育一批“成都创造”领军企业。
在榜单中，2017年企业发明专利

授权量前十为成都新柯力化工科技有
限公司、迈普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电建集团成都勘测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成都芯源系统有限公司、中国
五冶集团有限公司、中国东方电气集团
有限公司、中国石油集团川庆钻探工程
有限公司地球物理勘探公司、成都易态
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第十研究所、攀钢集团成都钢钒有限公
司。破除制约协同创新桎梏，成都持续
推进校院企地深度融合发展。

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

为推动更多专利从“创新力”嬗变

为“生产力”，去年12月以来，成都市科
技局持续推进校院企地深度融合发
展，完成对在蓉56所高校调研全覆盖，
按照体现利益绑定机制要求完成66个
产业功能区及园区签约全覆盖，达成
签约项目152个。

眼下，成都通过召开系列校院企
地深度融合发展工作现场会，让多个
校院企地合作项目在蓉落地落实。由
此，成都的校院企地合作迎来了一种
全新的伙伴关系——涉及产业园区发
展规划、运营管理、招商引资等更深层
次合作，初步构建形成校院企地创新
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加
快构建产业生态圈、创新生态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赖芳杰

2017年在蓉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获奖排行榜发布

高校专利授权量电子科大居首

成都地铁现“暖心”一幕
敦厚“手枕头”感动网友

《报告》显示，2017年末，四川全省
住房公积金缴存总额5417.74亿元，同
比增长 19.34%；缴存余额 2422.48 亿
元，同比增长14.84%。

缴存业务方面，2017年全省公积
金实缴单位数、实缴职工人数和缴存额
增 长 率 分 别 为 8.65% 、7.19% 和
14.23%。

缴存单位，缴存职工以及新开户职
工中，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的占比突出，
分别为45.24%，39.53%以及21.30%。

有存有取。2017年，全省公积金
提 取 额 达 564.9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7.44%；占当年缴存额的64.34%，比上
年增加1.76个百分点。2017年末，提
取 总 额 2995.2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3.24%。

同时，为发挥住房公积金对保障性

住房建设的支持作用，加快解决包括缴
存职工在内的城镇中低收入家庭基本
住房问题，在住房公积金支持保障性住
房建设项目贷款落实方面，至2017年
末，四川全省有住房公积金试点城市4
个，试点项目43个。《报告》中提到，贷
款额度32.69亿元，建筑面积284.26万
平方米，可解决37276户中低收入职工
家庭的住房问题。41个试点项目贷款
资金已发放并还清贷款本息。

2017年，发放支持保障性住房建
设项目贷款0亿元，回收项目贷款4.93
亿元。2017年末，累计发放项目贷款
32.69亿元，项目贷款余额0.98亿元。

从资金运用率来讲，2017年末，住
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余额、项目贷款
余额和购买国债余额的总和占缴存余额
的85.55%，比上年减少1.50个百分点。

四川住房公积金“账本”出炉
缴存总额破5000亿西部第一

对于大部分上班族而言，每个月的工资都会缴存一部分作为住房公积金，
积少成多，为日后的安居梦添砖加瓦。

近日，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四川省财政厅以及中国人民银行成
都分行联合发布了《四川省住房公积金2017年年度报告》（简称《报告》），
用数据说话，解答了全省公积金缴存提取的“来龙去脉”。

从这张账单上可知，2017年全省住房公积金缴存总额达到了5417.74
亿元，同比增长19.34%。提取总额达到2995.26亿元，同比增长23.24%。
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135.41万笔、3079.93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72 %、
17.77%。提取和贷款仍然是公积金的主要用途。

另外，《报告》也对2017年服务改进情况做了说明。据了解，通过信息
化建设，优化业务流程，简化办理材料等，公积金网上汇缴率达90%以上，贷
款发放缩短至3至5个工作日办结，提取基本实现实时到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 谢燃岸

从提取业务中的相关数据可以看
出，帮助实现安家梦，住房消费仍然是
提取公积金的主要用途。

2017年，193.90万名缴存职工提
取住房公积金564.91亿元。而提取金
额中，住房消费提取占78.51%（购买、
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占28.94%，
偿还购房贷款本息占47.48%，租赁住
房占1.18%，其他占0.91%）；非住房消
费提取占21.49%（离休和退休提取占
13.86%，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
终止劳动关系提取占2.29%，户口迁出
所在市或出境定居占 2.02%，其他占
3.32%）。

从支持住房消费来看，2017年，四
川省发放个人住房贷款464.62亿元，帮
助14.20万个四川人实现安家梦。经过
统计，2017年累计发放个人住房贷款

135.41 万笔 3079.93 亿元，贷款余额
2071.4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1.72%、
17.77%、13.18%。个人住房贷款余额
占缴存余额的 85.54%，比上年减少
1.25个百分点。

《报告》也指出，通过申请住房公积
金个人住房贷款，可节约职工购房利息
支出812113.04万元。

同时记者发现，在职工贷款笔数
中，有七成用于购买新房（其中购买保
障性住房占1.49%），购买存量商品房
占24.74%，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
占1.22%，其他占1.54%。贷款职工中，
30岁（含）以下占37.98%，30岁-40岁
（含）占34.57%。而首次申请贷款占到
了八成以上，84.43%，中低收入占到了
九成以上，住房公积金较好地支持了普
通市民刚需住房。

全省缴存总额突破五千亿

职工公积金贷款七成买新房

22日，成都地铁七号线上一男
子的“手枕头”引来众多网友点赞。

地铁上老爷爷为老婆婆穿上凉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