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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冰清

成都（15时）
AQI指数 77 空气质量 良
优：西昌、马尔康、攀枝花、康定、巴
中、泸州、雅安、乐山、广安、德阳、广
元、宜宾
良：南充、达州、绵阳、眉山、内江、自
贡、遂宁、资阳

4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21—151
空气质量等级 轻度至中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部分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
染，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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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

18064期开奖结果：01、03、04、11、29、
02、04，一等奖0注；一等奖追加0注。二
等奖65注，每注奖金160419元。二等奖
追加31注，每注奖金96251元；三等奖
537注，每注奖金7474元。三等奖追加
268注，每注奖金4484元。（57.61亿元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148期开
奖结果：819 直选：5385（158）注，每注
奖金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
元；组选6：11084（745）注，每注奖金
173元。（783.3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48期开
奖结果：81970 一等奖：57注，每注奖金
10万元。（2.28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8073期：
331331110303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8073期：
210020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8073期：
033311331331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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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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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炎值”回归
备考的同学注意防暑哟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成都

蓝”开启新的一周，气温“炎值”立马回归。
接下来两天，气温和备考的高考考生一起

“冲刺”，最高气温将达到32℃。
时间匆匆过，又是一年高考时。就在

本周，“千禧一代”将走上高考考场。星期
一，“成都蓝”惊喜现身，似乎是在给考生们
加油打气。

逗留四川多日的雨水逐渐散场，一改
上周末的阴沉，4日，盆地各市以多云到晴
天气为主，最高气温重回28-31℃，成都也
终于“终结”了气温“2”字头时代，最高气温
达到了30℃。

毕竟已是夏天，气温的“炎值”可不是
盖的。接下来两天，雨水靠边站，太阳和气
温陪着考生们一起“努力”。据四川省专业
气象台预报，5日、6日，盆地都是晴热状
态，5日，最高气温还将继续上升，达到
31-33℃。成都的最高气温，将达到
32℃。炎热的天气可能导致焦躁的情绪，
考生们一定要注意防暑、调节心情哦。

在这里小小“剧透”一下，给考生和家
长们宽个心。7日开始，全国的高温天气
有所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年高考期
间，全国大部气温较适宜，无大范围高温天
气。另据四川省专业气象台，7-9日，盆地
西部山区、西南部晚上有阵雨或雷雨，局部
有中到大雨。目前来看，高考期间，四川无
大雨添乱，气温也稍微有所下降，还是比较
适合答题发挥的。

容留他人吸毒
男子被判有期徒刑7个月

无业的吴某某喜欢热闹，常
在晚上约上好友打发时间。2月5
日晚，酒足饭饱后，吴某某觉得还
不尽兴，便带着两个好朋友去家
中再叙。斗地主、打游戏……最
终，早已大醉的三兄弟想到吸毒
寻求刺激。

由于吴某某平时跟父母及
女儿一起住在出租屋内，因此他
便将张某某跟吴某带去了自己
的卧室，吸食病毒。次日 14时
许，成都市新都区民警在对吴某

某租住的房屋进行检查时，发现
吸毒工具一个，当即挡获吴某某
及吸毒人员张某某、吴某。经成
都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鉴定，该
吸毒工具内检出甲基苯丙胺成
分。经检测，吸毒人员张某某、吴
某的尿检中甲基安非他明结果均
呈阳性。

4日，该案在西南石油大学开
庭审理。新都区人民法院认为，吴
某某的行为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
考虑到吴某某为初犯，且在归案后
能够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具有坦
白情节，依法可从轻处罚。最终，
吴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罚
款3000元。

庭审搬进校园
百余师生到场旁听吸毒案

新都区检察院公诉科副科长

张丽娟表示，将庭审法庭搬到高
校校园，其实就是为了让更多的
人能够更直观地了解相关法律法
规，从而起到提前预防的作用。

“平时开庭只有家属在旁听，将法
庭搬到高校，旁听受众就扩大到
了高校师生，对他们也会有更好
的宣传效果。”

庭审结束后，工作人员在现
场向上百名旁听庭审的师生发放
宣传手册，展示仿真毒品，进一步
强化宣传效果。多位旁听的学生
告诉记者，通过旁听庭审，深刻认
识到了远离毒品的必要性、重要
性，对禁毒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
和认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吴柳锋见习记者 韩雨霁

（省检察院供图）

4日11点过，西南石油大
学学术厅，一声法槌响
起，上百名师生屏气凝

神，等待一场毒品案的正式开庭。
今年2月的一个晚上，25岁的吴某某
和朋友为寻求刺激，容留一名未成年
人在自己出租屋中吸食“冰毒”，次日
被警方挡获。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检
察院指控吴某某涉嫌构成容留他人
吸毒罪。为了提高大学生的禁毒意
识，四川省人民检察院联合省禁毒
办、省教育厅将这起庭审搬到了大学
校园审理。

经法院审理查明，吴某某的行
为构成容留他人吸毒罪，考虑到吴
某某为初犯，且有坦白情节，最终，
吴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罚款
3000元。

庭审搬进高校
开审容留未成年人吸毒案

6月1日上午11时许，乐山市公安局
特巡警支队值班人员接收到一条报警信
息，一疑似网逃人员正在乐山大佛景区
内活动。便衣队员立即赶往景区核实情
况。

14时许，便衣队员在大佛景区凌云
寺门前，找到了该男子，并依法对其盘
查。该男子未携带任何个人身份证件，
且不能准确提供有效身份信息，民警便
准备将其带回支队继续盘问。

当民警将该男子带出景区东门时，
恰逢游客众多且有车辆进出，该男子趁
机向龟城山方向逃跑。便衣队员及现场
执勤的大佛景区公安分局警员立即追
赶，追了五六百米后，男子见警方紧追不

舍，逃进一处闲置民房内躲藏。随后，警
方对该民房实施布控，最终从房内一处
柴堆里将其抓获。

经查，该男子系网上在逃人员陈某
（24岁，陕西西安人）。2017年7月8日
凌晨2时许，陈某在西安市某村使用警用
手铐将两名受害人张某、王某铐在车后
备箱上，后驾驶车辆将两名受害人拖拽
了几百米，这期间还辱骂、言语恐吓威胁
两名受害人，且使用洋镐把对受害人王
某实施殴打，前后非法限制两名受害人
人身自由近3个小时。

案发后，陈某被当地警方网上追
逃。被乐山警方抓获后，陈某对其上述
涉嫌非法拘禁他人的事实供认不讳。

乐山大佛景区
40天抓获4名外地逃犯

网友：比张学友演唱会还牛！

乐山警方加强对网上在逃人员打击力度

6月1日下午，乐山大佛景区，网上逃犯陈某被警方抓获。此前的4月
22日、5月10日、5月29日，警方在乐山大佛景区内，先后抓获了网上
在逃人员刘某、李某、张某等3人。

短短40天时间里，乐山大佛景区内便抓获4名网上逃犯，让许多网友打趣称
“乐山大佛景区比张学友演唱会还牛”。

对于近期取得的这些追逃成绩，乐山市公安局大佛景区分局、巡特警支队相关
负责人表示，这是因为乐山警方一直对网上逃犯保持高压态势，近期又进一步加强
了对网上在逃人员的打击力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丁伟 李昕锋（乐山警方供图）

近期的辉煌战果，经乐山警方逐一
公布后，有细心的网友统计出了结果
——40天内，抓获4名网上逃犯。有网
友为此打趣称：“乐山大佛景区比张学友
演唱会还牛。”

在此之前，张学友被网友们称为“逃
犯克星”，在其今年4月7日的南昌演唱
会、5月5日的赣州演唱会、5月20日的
嘉兴演唱会上，先后有3名逃犯被警方抓
获。而对于网友“逃犯克星”这个“封

号”，张学友在接受采访时逗趣回应：“老
实说，做贼的事情，你不在我的演唱会上
被抓，你去便利店买东西也会被抓的。
对不对？”

而对于近期在大佛景区取得的追逃
成绩，乐山市公安局大佛景区分局、乐山
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是因为乐山警方一直对网上逃犯保持
高压态势，近期又进一步加强了对网上
在逃人员的打击力度。

陈某是最近1个多月来，在乐山大佛
景区内被抓获的第4名网上在逃人员。

4月22日上午9时许，正在乐山特巡
警调度室值班的便衣民警，获取到一条
重要网逃信息：一名网上在逃人员正在
乐山大佛景区内游玩。确定其大概位置
后，便衣队员迅速前往大佛景区，成功抓
获该名涉嫌诈骗犯罪的网上在逃人员刘
某（男，33岁，重庆人）。经查，2014年8
月26日至9月1日期间，刘某使用信用卡
刷卡消费48.668万元后，不仅拒不还款，
还玩起了失踪，被重庆警方立案侦查并
上网追逃。

5月10日，乐山特巡警与乐山市五
通桥警方协同工作获得线索：网上在逃
人员李某（男，32岁，河南唐河人），当天
11时许现身乐山大佛景区。特巡警便衣
队员随即前往大佛景区，约一个小时后
在景区凌云寺处将李某挡获。现场盘查
中，李某企图以虚假信息逃避盘查，民警
随即依法将其传唤到特巡警支队，并一

一排除其虚假信息。最终，李某只得如
实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信息，以及涉
嫌犯罪的违法事实。经核实：李某因涉
嫌故意伤害，于2017年10月31日被河
南新野警方上网追逃。

5月29日14时30分许，涉嫌诈骗犯
罪的网上在逃人员张某出现在乐山大佛
景区内。在通过监控视频确定嫌疑人具
体位置后，乐山巡特警便衣民警迅速出
警，在大佛景区公安分局大佛乌尤派出所
民警的协助下成功挡获嫌疑人张某。经
查，2017年6月26日，成都警方接到群众
报警：2017年4月25日，受害人通过手机
网络社交软件，认识了自称民航飞行员的
张某，5月6日至29日，张某以其银行卡被
冻结等理由，多次向受害人借钱1.6万余
元。同年6月2日，张某又以手机遗失为
由，借走受害人手机后失联。

目前，包括陈某在内的上述4名犯罪
嫌疑人，均已被移交相关方面作进一步
调查处理。

逃犯游大佛 民警追500米抓获他追捕

40天内大佛景区抓获4名逃犯战绩

4比3 大佛景区牛过张学友演唱会网友

遂宁七人合买双色球
中得529万元大奖
6月3日晚，双色球第2018063期开奖

（中奖号码：05、06、10、16、20、25+12），全
国共开一等奖27注，其中来自四川遂宁市
蓬溪县政府街48号的一张“9+1”复式彩
票中得529万元的一等奖1注、三等奖18
注、四等奖45注，以及五等奖20注，共计
得到奖金535万余元。而这注大奖又是由
7人合买的。次日中午，其中6位彩民来到
成都领奖，其中一人还是一早从深圳打“飞
的”赶过来的。

此次中奖投注站销售员李哥说，他们
7个人大约从两年前开始合买双色球，“我
们都是好朋友，有两三个还是发小，很自然
就聚在一起了。”

作为合买团的核心人物，小袁和小任
都表示选号码也没有特别的秘诀，主要还
是凭感觉。其他几位成员对两人也是格外
信任。“我一般不喜欢动脑筋，都是听他们
的，喊买啥子号码就买啥子号码，我只要坚
持就是。”其中一位认购了1股的彩民说。

前来领奖的6个人，都表示还没想好
怎么花这笔钱。但是根据之前的商议，他
们会拿出一部分奖金支持当地的福利院、
敬老院等公益事业。

据了解，本次中奖合买团共计购买了
两注复式彩票，一注为420元的“10+1“复
式，另一注为168元的“9+1”复式，共计认
购了21股，每股28元，其中一人认购了10
股、2人认购了3股、一人认购2股，还有3
人各认购了1股，其中的“9+1”复式为他们
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惊喜。

根据认购股数，其中认购最多的一位
彩民将得到 254万多元的奖金（未到现
场），而认购1股的3位彩民也将分别得到
25万余元奖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菲

6月1日，网上在逃人员陈某在乐山大佛景区被抓获。

5月29日，网上在逃人员张某（左三）在乐山大佛景区内被抓获。

西南石油大学开审吸毒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