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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冰清

成都（15时）
AQI指数 115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西昌、马尔康、攀枝花、康定、巴
中、内江、泸州
良：南充、资阳、达州、自贡、雅安、眉
山、乐山、绵阳、遂宁、广安、德阳、广
元、宜宾

3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1—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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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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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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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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8063期
开奖结果：1951581，一等奖0注；二等
奖14注，每注奖金9386元；三等奖223
注，每注奖金1800元。（618.9万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147期
开奖结果：038 直选：3696（184）注，
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
金346元；组选6：8283（536）注，每注
奖金173元。（755.4万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47期
开奖结果：03896 一等奖：29注，每注
奖金10万元。（2.29亿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为提升市民口腔保健意识，本月启动
护牙爱心行动，4元儿童窝沟封闭，4元全
口涂氟（防止虫牙），4元做牙等多个4元项
目，100元当1000元花。市民报名踊跃，
纷纷拨打电话028-96111咨询参与方式。
种植牙，咀嚼力堪比真牙

戴活动假牙的市民可能有这样的苦
恼：易松动、脱落不说，吃东西没味道。种
植牙有牙根，因而能够承受较大的牙合
力，具有较强的固位力与稳定性，咀嚼力
度也是极其接近真牙。
市民福利：限量4元做牙

为让更多市民获得实惠，也让更多缺
牙者以更优惠的价格重获一口好牙，此次
多个4元种植牙、4元牙冠的名额将在本月

6月9日（本周六）发放。届时，现场还有
100元当1000元花，现金翻10倍花优惠。
充钱做牙省1000—40000元。想省心省
钱 修 复 牙 齿 的 市 民 须 先 拨 打 电 话
028-96111先登记获得参加资格。
领跑口腔新能量 巴蜀笑星来助力

本周六，将在蓉城举办巴蜀笑星明星
见面会，与市民分享护牙经验。《幸福火巴耳
朵》部分主演铁公鸡、钢豌豆等巴蜀明星
现场表演变脸、口技、唱歌等精彩节目，新
生代歌手唐小宝现场助阵。种牙可赢取
空调、冰箱，国外游。要看明星者请拨电
话咨询报名。

牙齿有问题者，请拨打028-96111报
名免费检查，名额有限，报满即止。

缺牙想恢复牙齿咀嚼力
做牙4元，回馈缺牙人

不符合补助政策
一煤矿企业找两位局长帮忙

该案还得追溯到2013年，当时，对
于四川的一些矿产企业来说，有一个振
奋人心的好消息：省、市煤矿企业兼并

重组工作领导小组相继下发川煤重组
相关通知。通知称，只要符合相关的政
策要求，对应的煤矿企业提交资料，便
能“以奖代补”，领取一定的奖补资金。

不过，在屏山县银达煤矿法定代表
人刘某那里，这个消息却让他高兴不起
来。按照奖补政策，只有合法生产或在
建矿井才符合申报奖补资金的条件，而
银达煤矿在2011年就已经主动打了关
闭申请，并获得了县政府的关闭同意，
不仅井口被封、设备也被撤了，在这样
的情形下，银达煤矿并不能享受奖补资
金。然而，他在与时任屏山县经济商务
和信息化局的局长廖承金和副局长周
承荣交流时，看到了一丝希望。

帮忙“完善”资料
两局长各收20万感谢费

作为屏山县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
作领导小组成员，廖承金和周承荣一起
承担着领导小组的日常工作。在银达
煤矿的关闭事宜中，周承荣具体负责银
达煤矿关闭、资料整理、收集、填报、草
拟文件、上报关闭补助资金等相关资
料；廖承金则对银达煤矿关闭过程中草
拟的文件、填报资料以及奖补资金申报
等材料进行审核把关。

在这层关系下，刘某渐渐跟廖、周
二人有了接触。沟通后，周承荣表示可

以协调县上各职能部门的关系，“完善”
银达煤矿的申报奖补资金材料，尽量帮
银达煤矿申请到奖补资金。

之后，经过一系列的篡改、伪造，提
交给政府部门的报告显示银达煤矿符
合奖补政策，并顺利通过审核，前后共
拿到了1100万元的奖补资金。

作为酬谢，刘某事后付给廖、周二
人各20万元的“好处费”。

主观占有目的明显
两人分别被判了6年刑

收钱一年后，廖承金因受其他渎职
犯罪案件的震慑，主动将赃款退还刘
某。尽管如此，廖承金和周承荣的违规
行为还是被相关部门发现了，并进行调
查。随后，检察机关以两人涉嫌滥用职
权、受贿罪向法院提起诉讼。

屏山县法院认为，廖承金、周承荣
利用其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
益，分别非法收受银达煤矿实际控制人
刘某感谢费20万元，其行为均已构成受
贿罪，其中周承荣属索贿。法院认为，
廖承金退钱是在收受贿赂一年多后，这
期间未向组织主动交代，也未及时退还
行贿人，并将受贿款部分借予他人，其
主观占有目的明显。廖承金多次供述
与刘某证言能够相互印证，足以证实廖
承金退回行贿款，是因为单位其他人员

在淘汰落后产能领域被查。
考虑到廖、周二人在提起公诉前如

实供述罪行、积极退赃，可酌情从轻处
罚。最终，廖承金和周承荣分别被判处
6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人民币20万元，
与此同时，所得赃款没收上缴国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柳锋
见习记者韩雨霁

22人吃顿虾要花人吃顿虾要花600600元元
多少钱才够吃饱小龙虾？

几天前，成都市民赵女士吃了一
次小龙虾。两人点了1斤鱼香龙虾69
元，一份油焖虾皇198元，一份清蒸虾
皇198元，再加上其他几份凉菜、饮
料，总共消费606元。虽是饱了口福，
看着满桌虾壳，她不禁感慨：“要靠小
龙虾吃饱真是费钱又费功夫！”

“资深虾粉”肖肖从2010年开始
喜欢吃小龙虾，当时还没有外卖
APP，家住建设路的她每周末都跑去
市中心的龙虾馆打包一份回家，有时
一周要去两三次。“主要是吃味道，不
过我算比较能吃的一类人，一般吃2
斤多。”肖肖笑着说。

“到底多少钱才能吃饱小龙虾？
真的要看店。”在她看来，几个稍有名
气的店基本上198元/份，两个人一般
会点两种味道，还要点小吃一类，吃
到人均300元也是有可能的。自己常
去的馆子，普通小龙虾58元/斤，人均
一百多元也能吃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随后
又采访了3位吃货，调查发现小龙虾
人均消费均在130元以上。成都小伙
刘伟说：“像我这样的吃饱至少得3
斤，如果去外面随随便便就得花一两
百。所以今年都选择自己在家做小
龙虾，干净放心，价格也相对便宜。”

小龙虾高居热搜小龙虾高居热搜榜第一榜第一
单店月销量两三千单

虽然消费价格不低，但吃货们对
小龙虾的热情丝毫未减。在团购网
站“成都热搜榜”，小龙虾始终高居菜
品榜第一。搜索关键词“小龙虾”，显
示相关结果有3100多条，仅外卖就超
过200家，不少店铺小龙虾菜品月销
量都在两三千单。

在华兴街一餐馆门口，老板和服
务员正忙着清洗小龙虾。老板介绍，
餐馆开业已有两三年，之前只卖中餐
快餐，今年5月才新添了小龙虾，为此
还做了新的招牌。“每天都有人来问
有没有小龙虾。今年又是世界杯年，
喝啤酒、吃龙虾、看世界杯，这多安
逸。”

餐馆原本晚上10点歇业，由于多
了小龙虾这一菜品，经常要营业到凌
晨一两点。老板透露，店里的小龙虾
80%都是供给外卖顾客，下午四五点

开始就有人点单，高峰时每天能接
100-200单。

“小龙虾天生就是适合外卖的菜
品，放凉了也可以吃，方便打包，外形
色泽能刺激食欲，也易于分享。”成都
本地一家龙虾馆创始人蒋毅说，今年
新开通外卖业务后，餐厅营业额在原
本基础上增长了50%-60%。

收20万“感谢费”一年后吓得退了
帮企业骗取奖补资金，两局长均获刑6年

通过协调关系，宜宾市屏山县经济
商务和信息化局原局长廖承金、副局长
周承荣帮一企业骗取到1100万元的奖
补资金。作为答谢，该企业为两位局长
各送上20万的“感谢费”。一年后，局长
因受其他渎职犯罪案件的震慑，主动将
赃款退了。

收了钱一年后再退，法院该如何判
决？日前，记者了解到，屏山县人民法
院审理认为，廖承金收受行贿款时间长
达1年多，这期间未向组织主动交代，也
未及时退还行贿人，并将受贿款部分借
予他人，其主观占有目的明显。最终，
局长、副局长均因滥用职权、受贿罪数
罪并罚，分别被判处6年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20万元。

夏天的夜晚，成都人的夜宵菜单里总少不了“餐桌一霸”小
龙虾。

虽然今年湖南、湖北等小龙虾主要产区养殖规模明显扩
大，但从成都市场的情况来看小龙虾价格仍旧居高不下。有市
民最近吃了一顿小龙虾，两个人花费600多元钱，让人不禁感
慨：“小龙虾要吃饱，一个人要花多少钱呢？”

而从行业来看，今年小龙虾与往年相比有两大特点：一是
外卖市场异常火热，有的餐馆靠外卖可推动营业额增长50%；二
是随着省外小龙虾尤其是一些网红品牌强势入驻，如今成都小
龙虾市场竞争已从最初的价格、味型的竞争转向品牌竞争。

小龙虾外卖激增
单店营业额涨了50%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熊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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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网红外地网红““杀杀””进成进成都都
小龙虾市场打响品牌战

“2018年成都小龙虾已经进
入品牌化市场年。”成都餐饮业
界人士杨航说，小龙虾市场竞争
最开始是看价格，价格越实惠的
越吸引人；第二阶段是打口味

牌，这才有了油焖、蒜蓉、卤煮、
泡椒、鱼香等多种口味小龙虾相
继出现；到了现在，消费者对价
格敏感度降低了，而是更重视品
牌。只有建立起自身品牌优势，
才能吸引更多消费者。

记者注意到，江苏、湖北、湖南
等地不仅有非常长的吃虾历史，也
有不少小龙虾品牌开到全国各地，
但四川的小龙虾品牌则鲜有走出
去的。业内人士认为，成都内部竞
争已经非常激烈了，大家更多是在
守住这个市场而不是往外走。

过去，成都小龙虾市场一直
以来也都是本土品牌之间的竞
争；而今年，以湖南网红龙虾馆

“文和友”为代表的更多外地品
牌正式进入成都。一家成都龙
虾馆的负责人胥家铭说，他曾在
湖南生活7年，也了解该品牌在
当地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是否
感觉到竞争压力？他说：“成都
本地人口有这么多，市场需求还
是很大的。而且有更多优秀品
牌进来，良性竞争会对整个市场
起到提升作用。”一方水土养育
一方人，即便是有一定知名度的
餐饮企业，如果要长久生存下
去，也需要结合当地消费者的需
求、口味做出一定调整。

拼

小龙虾馆食客盈门。

小龙虾让人很有食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