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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尽早实现 8020 口腔年轻计
划，爱心单位又有大动作。缺牙、烤
瓷牙失败、假牙不适应的市民注意
了，总价值百万种牙金（共一千份，每
份至少1000元）正在发放中，拨打
028-96111预约登记。

种牙金无门槛领取 无条件使用
据悉，凡在四川省内的市民都可

凭本人身份证免费领取此次的种牙

金。领取后可享受种牙直抵现金的
优惠。种一颗抵1000元，种两颗抵
2000元，最高可抵近30000元。德
国、瑞士、韩国等多个进口品质种植
牙品牌都参加。每天前10名拨打电
话领取种牙金的市民，还可享受免费
术前洁牙、术后终生养护，进口种植
牙包干价（含种植体、基台、牙冠）等
福利，种牙更划算。

生活服务：免费清洗假牙
一副假牙建议 3-5 年更换一

次。定期清洗可有效减少细菌对口腔
的侵害，延长其使用寿命。市民可拨
打 028-96111，带上假牙，免费清
洗。还可参加假牙当钱花计划，用假
牙换种植牙，长期来看，种植牙一次种
植，终身使用，花费比定期需要更换的
假牙和烤瓷牙更低，性价比更高。

本周六免费检查 好礼相送
松动牙、残缺牙别着急拔掉。经过

专业的检查后，或许还有救。市民可拨
打免费检查预约专线028-96111，享
挂号、CT、全景片等7项在内的全面检
查费用全免。已有缺牙问题的市民也
可通过口腔体检，查看牙槽骨情况，制
定性价比高的修复方案。现场种牙送
榨汁机、电饭煲、豆芽机等好礼。

警惕！胃病发病率高达80%，全球
胃病患者超5亿！

近年来，消化道疾病发病率逐年升
高，发病人群年轻化。人们开始重视消
化系统疾病的预防与保健，尤其是消化
道肿瘤的早检早治。据统计：胃肠疾病
发病率高达80%，全球胃病患者超过5
亿，结直肠癌每年新病例高达94万，并正
以每年17.43%的速度增长。业内人士指
出，早期胃肠肿瘤没有症状，有症状时，
已是中晚期，导致患者治疗效果差，后期
生活质量和生存时间大幅降低。

高危人群你属于哪一类？
消化内科主任王浩波表示，如有胃

部不适或疼痛、食欲减退、体重减轻等问
题，最好查胃肠镜。特别是35-55周岁
的人群，每年定期做一次胃肠镜检查，目
前，对早期肿瘤的诊疗技术已有了显著
的提高，通过胃肠镜的检查，可使胃肠肿
瘤于萌芽阶段即得以明确诊断。非属晚
期的癌肿，通过手术切除，可望达到彻底
根治的效果，关键在早期发现，越早治疗
效果越好。

“早期肿瘤筛查防治周”胃肠检查免
费查

为呼吁大家关注胃肠道健康，重视
早期胃肠镜检查。本月26—31日96111
健康热线特开展“早期肿瘤筛查防治周”
大型公益活动，活动期间胃肠镜检查仅
需半价。同时5月29日邀请到省第二中
医院的多位知名专家为市民免费义诊。
报名电话：028-96111。

义诊时间：5月29日上午10点
义诊地点：武侯区西一段2号（成都

博仕胃肠病医院门口）

“早期肿瘤筛查防治周”
胃肠检查免费查

本周六，公益种牙金公开发放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137期开奖
结果：177 直选：5365（262）注，每注奖金
1040元；组选3：5864（682）注，每注奖金
346 元；组选 6：0 注，每注奖金 173 元。
（621.7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37期开奖
结果：17700 一等奖：15注，每注奖金10万
元。（2.26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
为准）

吴冰清

成都（15时）
AQI指数 82空气质量 良
优：攀枝花、遂宁、达州、巴中、广元、绵
阳、马尔康、内江、康定、西昌、广安、
眉山、资阳、自贡、泸州
良：南充、宜宾、乐山、德阳、雅安

24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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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地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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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省首要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25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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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唐职务
小组长当了大“顾问”
2015年9月，李开诚（化名）在雅

安市雨城区望鱼乡塘口村租赁土地
开采青石矿，其中有新民小组40亩
集体林地。按规定，需先期支付1.6
万元定金。

在没有其他村组干部在场的情
况下，付方有独自代表集体签订协议
并盖了公章。

“当时以为没人知道，能瞒过
去。”付方有回忆，之后，他将1.6万元
陆续用于个人消费。

2016年5月，李开诚成立矿业公
司，从事石材开采、加工、销售。为顺
利推进望鱼乡塘口村矿区道路修建
和石材开采，他找到付方有，希望对
方协助做好矿区道路修建协调工作。

满脑子只想分得一杯羹的付方有
却有自己的算盘：“只要你聘我当公司
顾问，不用我上班，每月付给我‘顾问

费’，保证帮你摆平修建和生产中的所
有问题。”李开诚当时并没答应。

从矿区道路修建动工之日起，付
方有便伙同其他人员处处刁难，阻挠
施工。眼看工期将近，2017年7月，
迫于无奈的李开诚按照4500元/月
的标准，同付方有签订了“劳务合
同”，聘其担任公司“顾问”。

奇葩要求
石材运输先交“过路费”
付方有当了“顾问”，李开诚认

为，应该不会再有麻烦了。
但始料未及，付方有又向李开诚

提出了新要求：“老李，我被森林公安
处罚3万块钱，你得给我交了。”

2017年8月，李开诚的公司曾因
在采矿工程中破坏林地，被雅安市雨
城区森林公安局处罚过，办案人员顺
藤摸瓜，查到付方有等人也曾在此处
无证采矿，破坏林地，罚了付方有3

万块钱。
“从那天起，付方有就以‘被李开

诚连累’为由，要求我代缴罚款。”据
李开诚回忆，付方有曾扬言：“如果不
帮我缴罚款，我以前采矿的地点，你
们就不准去采，不然我就找村民去拦
堵。”

考虑到工程被阻拦后造成的损
失更大，加上付方有在村里有一定影
响力，李开诚代付方有缴了3万元罚
款，希望息事宁人，保证工程进度。

再次得到好处的付方有觉得可
以“揩更多油”，于是伙同他人找到李
开诚，提出路修好后，途经村里的每
吨石材要抽取10元“过路费”。

不堪其扰的李开诚假意应允，将
付方有的行为举报给了雅安市纪委。

纪委调查
村霸行径坚决铲除

“此类村霸必须坚决铲除……”

经过12天深入调查，挂牌督办此案的
雅安市雨城区纪委掌握了付方有的全
部违纪违法事实，感到很震惊。

2018年1月16日，雅安市雨城
区纪委给予付方有开除党籍处分，并
将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公安
机关处理。

“坚决铲除村霸和宗族恶势力，
才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向基层
延伸。”雅安市雨城区纪委书记、监委
主任张胜利认为，只有重拳整治基层
党员干部涉黑涉恶问题，才能不断增
强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

他向记者证实，从 2017 年 6
月，全省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
和腐败问题推进会召开以来，雅安
市雨城区共查处“微腐败”案件40
件 56人，党纪政务处分 38人。“其
中，查处村组干部38人，移送司法
机关7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牛建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赵雅儒熊英英实习记者刘旭强

受关注的九价HPV疫
苗马上就要来了？5月
23日，智飞生物公告
称，已收到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签发的九价
HPV疫苗批签发证明，这意味着
默沙东九价HPV疫苗已可正式
上市销售。并且，5月18日九价
HPV疫苗已在海南率先完成挂
网，业内普遍预测九价HPV疫
苗即将在国内开打。

四川省疾控中心相关负责人
表示，尚未收到九价疫苗进入四
川市场的确切消息。目前二价、
四价疫苗虽已上市，但记者从成
都部分社区医院了解到，目前四
价疫苗缺货情况普遍存在，甚至
排队数月难求一支四价疫苗。

备

强收“顾问费”抽取“过路费”
雅安市一村霸被纪委查处

我没拿过定金，更没收过公司的钱……”在雅安市雨城区纪检干部调查塘口村新民小组的集体资金时，新民小组组长付方
有，对其中一笔钱矢口否认。
直到纪检干部出具了一份付方有代表新民小组签订的协议，付方有才承认：“是我收的，没交到集体账户，自己花了。”
5月2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权威渠道获悉：1月16日，雅安市雨城区纪委给予付方有开除党籍处分，并将其涉

嫌犯罪问题及线索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九价HPV疫苗获批签发证明
三针接种近3900元

九价HPV疫苗到底什么时候
能打？随着二价、四价HPV疫苗
相继上市，与此相关的话题似乎从
未停止。5月23日，上市公司智飞
生物的一纸公告透露了端倪。

公告中，该公司称已收到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签发的九
价人乳头瘤病毒疫苗（酿酒酵母）
《生物制品批签发证明》，根据国家
有关规定，疫苗类生物制品在进行
强制性检验、审核获得批签发证明
后，方可正式上市销售。此次九价
HPV疫苗获得批签发证明，标志
着九价HPV疫苗正式进入中国大
陆市场流通领域。

而在5月18日，九价HPV疫
苗已在海南省完成挂网。根据挂
网信息，九价HPV疫苗两种包装

（预填充注射器和西林瓶）将同时
上市，两个规格的价格均为1298
元/支，三针接种共3894元。业内
预计，九价HPV疫苗国内首针最
快6月底就可能在海南开打。

该公司同时透露，除了已在海
南省中标，其他省份业已按各省招
投标进展提交或准备提交相关资
料。结合有关省份疫苗招投标要
求，该批疫苗产品成功入境将有助
招投标工作的开展。

不过，四川省疾控中心免疫规
划所副所长漆琪5月24日向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表示，目前
尚未收到关于九价HPV疫苗进入
四川市场的确切消息。

成都四价疫苗供不应求
排队数月难求一支

九价HPV疫苗未正式在国内
上市，而目前已进入市场的四价
HPV疫苗，在成都也是供不应求。

去年12月 5日，四川首批四
价疫苗开始接种。昨日记者走访
了成都几家社区医院发现，四价疫

苗缺货情况普遍存在，接种都需提
前预约。一家社区医院预防接种
登记处的工作人员说，四价疫苗每
个月多则20多支，少则几支，而上
个月没有拿到疫苗。从去年12月
上市至今，该医院仅有 40 人接
种。“不仅是市民，我们自己也在排
队，估计还要排很久。”

另一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
医护人员也说，以往每个月还能拿
到几支四价疫苗，最近几个月都没
拿到。就算拿到，也要优先给已打
过2针的市民注射。记者在该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四价疫苗预约登
记薄上看到，已有30多位市民登
记预约，其中年龄最小的21岁，最
大的43岁。

据了解，二价HPV疫苗适宜
接种人群为 9-25 岁女性，四价
HPV疫苗接种范围为20-45岁女
性。因此在全国各地，接种适用年
龄更广的四价疫苗尤为紧俏，甚至
有排队半年都没打上的情况。

“目前市民接种宫颈癌疫苗非
常踊跃，确实存在要等很长时间的
情况。”四川省疾控中心免疫规划

所副所长漆琪说，根据目前掌握的
数据，今年全省接种四价疫苗的人
数明显高于二价疫苗接种人数。

男性也能接种HPV疫苗？
国内暂未获批

二价、四价、九价到底有何区
别？漆琪介绍，“价数”实际是指能
够有效预防HPV病毒的类型。全
球范围内约有70%的宫颈癌是由
HPV16、18型引起，在中国则达到
84.5%。二价疫苗主要预防16、18
两种高危亚型；四价除了16、18之
外，还有两个低危型的6、11；九价
包含的亚型数则更多。

由于二价、四价、九价疫苗适
宜年龄范围各有不同，有市民提
出：女性成年后再接种保护范围更
好的四价疫苗是不是更好？在青
少年时期接种，成年后疫苗保护效
力是否会降低？

对此，四川省妇幼保健院妇科
主任医师赵清平说，HPV疫苗接
种提倡“早接种、早保护”，“因为它
是预防型疫苗，不是治疗型疫苗，
如果感染了HPV就起不到预防作
用，在没有感染HPV病毒之前接
种是获益最高的选择。”

赵清平提到，国外疫苗接种后
临床实验数据表明，打完三针疫苗
后的第7个月实际上是抗体的最
高峰，随着时间推移抗体会慢慢下
降。在第18个月到9.4年时间里，
抗体水平非常稳定。“具体的数据
需要时间验证，从现在来看，无论
是打完疫苗1年半还是9年，它的
保护作用都是非常强的。”

值得注意的是，其实男性也
可以接种HPV疫苗。赵清平介
绍，从全球数据来看，HPV疫苗
覆盖率超过50%后，覆盖率越高，
可以起到群体的保护作用就越
强，那些没有打疫苗的人群患病
机率也大大降低。但在国内，目
前还没有针对男性注射宫颈癌疫
苗的临床试验，男性接种疫苗也
尚未在国内获批。

九价HPV疫苗开打在即
成都四价疫苗仍供不应求

目前成都四价HPV疫苗仍普遍缺货，接种需提前预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