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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5时）

AQI指数 41 空气质量 优

优：攀枝花、马尔康、自贡、雅安、康
定、乐山、资阳、内江、眉山、遂宁

良: 德阳、巴中、广元、西昌、达州、南
充、广安、宜宾、泸州、绵阳

11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5-105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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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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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间阴，早晚阵雨
偏北风1- 3级

C
阴天，早晚阵雨
偏南风1- 3级

19 30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2 7今日
限行
明日限行 3 8

马尔康 阵雨转小雨 10-23℃ 小雨 8-18℃

康定 小雨 10-16℃ 小雨 8-14℃

西昌 小雨转中雨 16-23℃ 小雨 16-22℃

攀枝花 中雨转小雨 19-25℃ 小雨转中雨 19-26℃

广元 多云 20-31℃ 多云 21-32℃

绵阳 多云 21-29℃ 多云 22-29℃

遂宁 阵雨转多云 21-28℃ 多云 22-28℃

德阳 多云 21-29℃ 多云 22-29℃

雅安 多云转小雨 20-28℃ 小雨 20-27℃

乐山 多云转小雨 21-28℃ 阵雨转阴 21-28℃

眉山 多云转阴 21-29℃ 阴 21-27℃

资阳 阵雨转多云 21-28℃ 多云转阴 21-27℃

内江 小雨转阴 21-26℃ 阵雨转小雨 21-27℃

自贡 小雨 21-27℃ 阵雨转小雨 21-27℃

宜宾 阴转小雨 21-26℃ 阵雨转小雨 21-27℃

泸州 小雨 21-25℃ 小雨 21-26℃

南充 多云 21-29℃ 多云 22-30℃

广安 多云 20-27℃ 多云 21-29℃

巴中 阵雨转多云 21-30℃ 多云 22-31℃

达州 多云 21-31℃ 多云 22-32℃

成都高新“两新”党组织
开展廉政书画交流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想玲）为大力
营造高新区风清气正的发展氛围，把廉洁
从业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都高新区
积极搭建“两新”党组织互动平台，以廉洁
文化建设为引领，促进辖区企业资源共
享、区域共建。

近日，成都高新区合作街道联合中自
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党支部开展了廉
政书画交流活动，辖区大西洋电缆党支
部、TCL党支部等17家“两新”企业积极
参与。自书画交流活动启动以来，“两新”
党组织党员积极提供参赛作品，作品以

“廉洁”为主题元素，以中国传统书画作品
的艺术形式，生动展现了廉政的重要性，
发党员之心声，树党员之形象，有利于时
刻保持廉洁思想，提高每一位党员爱岗敬
业、遵纪守法、廉洁自律的意识。

据悉，廉政书画交流活动为合作街道
党旗飘扬别样红特色服务项目之一，接下
来，合作街道将会继续大力链接辖区各党支
部，通过“联想摄影展”、“威特龙消防竞赛”
等一系列交流活动，加强与“两新”党组织的
互动，找准廉洁文化与企业发展的结合点，
从而逐步推进“两新”党组织党风廉政工作
的有效开展，形成政企联创共建氛围，为建
设高质量发展示范区提供有力保障。

去年11月，成都市房地产业发展、
租赁市场、住房保障三项“五年规划”正
式出台。这是成都为落实“房子是用来
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定位而做出
的成都楼市重要顶层设计。

规划中明确提出将加大商品房供
应量等内容，眼下2018年即将过半，规
划落实情况如何？近日，记者了解到成
都市房管局公布了包括预售许可、保障
房供应等在内的多项数据，对此业内专
家认为随着三项“五年规划”稳步有序
落实，成都未来的商品房供应量完全能
够满足居民正常居住需求。

连续两月大量房源入市
成都住房供需关系逐步缓解

去年11月，成都市房地产业发展、
租赁市场、住房保障三项“五年规划”正
式出台。在三项“五年规划”中，市民们
最为关心的莫过于商品房的供应问
题。《成都市房地产业发展五年规划》提
出，从2017年到2021年，全市计划新
建住房160.6万套，其中2018年将新建
住房31.37万套，到2021年将扩大到
34.08万套。

根据成都市房管局最新消息，今年
5月全市预计可完成商品住房预售许
可项目50余个，预售面积230万平方
米左右，较今年以来预售面积最高的4
月份增加5%，较今年1-4月的平均值
高出19%，较2017年全年的平均值高
出40%。

同时，考虑到5月份还有部分受限购
政策和购房登记规则调整、商品房网签
备案审核和购房登记系统调试等因素影
响未预售推迟的项目，预计6月份成都全
市还将有70个左右的商品住房项目开盘
销售，预售面积320万平方米左右。

成都链家研究院统计数据显示，
2018年4月间成都新房新增供应量连
续4周保持相对稳定，月新增供应总量
达16380套，已经升至摇号后最高值，
市场供需关系已经得到一定缓解。

“5·15”新政实施首月
市场多方趋于理性

同时，5月成都市实施的房产新政
也进一步缓解了供需矛盾。

成都于5月15日出台《关于进一
步完善我市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的通
知》后，通过将限购对象由个人转为家

庭、落户满两年后才能购房、离婚满两
年后才能购房等一系列措施对房票进
行强管控，力求一扫“落户抢房”“全家
摇号”等非刚性需求凸显的市场怪象。
同时，“5·15”新政执行范围扩大至全
市所有行政区域，也堵上了此前市场中
出现的一部分“钻空子”的现象。

新政实施后，成都链家研究院就在
5月月报中指出，新政出台后，对成都
住宅市场各个板块造成一定冲击，楼市
热度迅速回落，市场多方日趋理性。其
中，新房市场方面，“5·15”新政执行
后，个人房票被统一规整至家庭并杜绝
同时摇号的情况发生，辅以刚需优先摇
号等举措，市场秩序显著向好，中签率
趋于正常。

二手房市场数据也显示出业主价
格预期持续走低。前述月报数据显示，
5月涨价业主人数占比降至25.0%。由
于挂牌价微跌，先行指标下滑，业主看涨
情绪渐淡，买卖双方博弈处于相对平衡
状态，预期后续成交均价将稳中略跌。

落实租赁市场、保障房五年规划
2018年首批公租房摇号已完成

暂时没有购房能力的居民群体就

要多多关注租赁市场与保障房了。就
在5月29日上午，通过电脑公开摇号，
2018年第一批次参与登记的5553户
公共租赁住房保障对象已确定了选房
顺序。

此外，在年初成都首批国有租赁住
房集中上市之后，第二批1200套（间）
国有租赁住房也将于近日集中面市。

“目前成都租赁房源供应十分充足，不
仅在住房租赁市场上尚有60余万套出
租房源，2万余间长租公寓待租，而且
年内将推出25382套公租房源。”成都
市房管局方面表示。

根据规划，成都市2017-2021年
将新建住房17005万平方米。其中商
品住房(含人才公寓和产业园区配套住
房)11929万平方米、保障性住房及拆
迁安置房5076万平方米，通过货币化
保障和实物保障方式，解决新增13.6万
户家庭住房困难问题。

四川省社科院高级注册咨询师田
焱认为，从规划可以看出，成都市的住
房保障供给不仅量足质优，还将基本住
房保障、人才安居和租赁住房供给纳入
整个城市住房供给体系之内，以充分满
足城市发展和消费及保障需求。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雅儒

抓捕危情

闹市抓获嫌疑人时枪已上膛

2017年5月，仁寿警方在日常工作
发现，一名仁寿籍男子通过互联网和邮
寄等方式买卖枪支。当年6月16日，警
方成立“6·16”专案组，循线出击。经缜
密侦查，办案民警初步确认销售枪支的
犯罪嫌疑人名叫谢荣崇，并逐步摸清谢
荣崇的活动轨迹和犯罪事实。

2017年8月27日，警方得到确切
线索，外地男子张灵当天将在谢荣崇处
于闹市的出租屋，与其进行枪支交易。
时值夏日，为了不暴露行踪，警方放弃
了防弹衣，所有车辆也都关闭了空调
……在做好一切避免引起怀疑的措施
后，60余名警察在其出租屋楼下蹲守
埋伏起来。

时间一点点过去，原以为交易完成
很快就会下来的两人，竟然在屋里做
饭、喝茶、抽烟、聊天。两个多小时过去
了，仍不见动静。“由于谢荣崇所住的房
间，大门是外开的，无法破门而入，所以
我们只能在楼下守候。”仁寿县公安局

刑侦大队六中队指导员李勇说。
正在警方汗流浃背、疲惫不堪的时

候，谢荣崇和张灵却突然下楼。在确认
谢荣崇把包裹放进后备箱后，等候多时
的民警一冲而上，三位民警合力将谢荣
崇拖出车外，将其完全制服。

警方现场查获了单管长枪 1 支
（击发5.8mm制式子弹）、制式子弹2
发。“枪已上膛，非常凶险！这种枪威
力巨大，拳头厚的鹅卵石都能击穿！”
李勇说。

随后，警方在谢荣崇住宅及其他住
所开展勘验搜查工作，扣押射钉枪1
支、长枪两支（击发制式子弹）、气枪2
支，制式子弹89发，制造枪支零部件

200余个，疑似制造枪支弹药零部件上
千个及加工制造工具若干。

制枪解密

借网络之便
初中生自学成“才”

在对谢荣崇的审讯中，让警方没想
到的是，这起特大制贩枪支案的主要犯
罪嫌疑人只有谢荣崇一个。

谢荣崇今年39岁，初中学历，早年
在四川各类模具厂打工。由于工作原
因，谢荣崇掌握了一定的机械加工技
能，再加上自己喜欢玩枪，早期给朋友
做过几把。后来，模具厂效益不好，谢
荣崇这时又有了情人，工资已经不够日
常花销，便打起了制枪的主意——他通
过网络及射枪爱好者等QQ群获得枪
支安装图纸，从互联网和实体店分别购
买到制造枪支的原材料，开始集中做枪
贩枪。记者在几个电商平台上搜索发
现，像“新品53纯铜DIY摆件稀有弹
壳”一类危险的枪支原材料并不难找，

而网售此类物品的商家却都认为，这些
东西只是供军事爱好迷们收藏，并不存
在危险、违法一说。

互联网提供的“便利”，使谢荣崇在
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但在整个制
贩过程中，谢荣崇警惕性非常高，总是
把枪支拆开存放，对外均说自己在加工
模具。由于作案方式非常隐蔽，制枪多
年，谢荣崇身边竟没有人知道他在非法
制枪贩枪。

枪支做好后，谢荣崇会到老家偏僻
的树林里进行校枪，然后通过网络联系
雇主，将枪支的零部件分开，进行伪装
后，通过邮寄和人工携带，将枪支分批
次分零件带到目的地，再上门进行“组
装”服务。随着制枪技术日益成熟，谢
荣崇“售后包修、包校、包改”口碑也在
圈内流传开来。

警方在对收缴的枪支进行查验时
发现，谢荣崇制作的枪支不仅外观精
良，还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准，不少枪支
还具备热成像和红外瞄准等功能。据
调查，谢荣崇制贩的枪支价格在1万元
到3万元不等，所制枪支主要用于“射
枪爱好者”们山林打猎。

枪案涉及十余省市
嫌疑人均移送法院

随着主要犯罪嫌疑人谢荣崇的落
网，这起涉及全国 10 多个省、市、县的
特大枪支案也逐渐浮出了水面。

经依法审讯，依据谢荣崇供述和案
情实时分析，侦查人员发现该枪案除涉
及我省成都市、眉山市、自贡市外，还涉
及广东、山东、天津、湖北等多个省市，
枪支零部件流入量巨大，成品枪支销售
地域广、已销售枪支多。为一网打尽，
仁寿警方调集刑侦、网安、情报、特警等
部门 40 余名民警组成多个抓捕组，在
眉山市、贵州省铜仁市等地公安机关大
力配合下，迅速出击，共抓获犯罪嫌疑
人42名，缴获各类枪支30支、收缴制式
子弹17发。

为把案件向纵深发展，专案组对上
述抓获的嫌疑人再次审讯，并结合掌握
的涉枪案件线索，及时对枪支原部件来
源地广东、山东等省，以及销往地天津、
内蒙古、湖北、广西等省市区进行通报
和联合作战。

截至目前，天津市警方已抓获购买
枪支的犯罪嫌疑人1名，追缴涉案枪支
1支；广东省警方已抓获销售枪管的犯
罪嫌疑人1名，捣毁加工枪支枪管的窝
点 1 个，查获可用于制造枪支的枪管
1000 余根、强磁环 458 个、巴马阀 448
个、铝套管136根，加工枪管设备2台。
其余 18 条线索，涉枪地公安机关正在
侦查中。

至此，“6·16”特大制贩火动力枪
支案成功告破。目前，谢荣崇和其他
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买卖枪支
罪，已被公安机关移送至眉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

闹市抓捕时
嫌犯枪已上膛

新房、租赁房、保障房大量入市
成都房产市场各方趋于理性

在网上接到订单的10

多天内，谢荣崇就在出租屋

内，把各种“模具”先做好，

而后通过快递发给订货人，

他紧接着上门进行组装

——很快，一把杀伤力强、

精准度高的长枪，就会出现

在雇主手里。依靠这一技

能，谢荣崇最近的两年“生

意兴隆”，订单多的时候，月

收入轻松突破2万元。

6月 11 日，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从仁寿县

公安局获悉，在“夏安”行动

中，仁寿警方成功破获了一

起特大制贩火动力枪支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45名，缴

获各类枪支 34 支，弹药

1967发、枪支零部件2038

个、涉及全国 10 多个省、

市、县……该案是眉山建市

以来，公安机关侦办的最大

的制贩枪支案。而谢荣崇

则是起获这宗大案的关键

人物。

眉 山 破 获 特 大 制 贩 枪 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李庆

见习记者王越欣
摄影报道

案情

披露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
18067期开奖结果：03、07、12、18、31、
07、10，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1000万；
一等奖追加0注。二等奖67注，每注奖
金139612元。二等奖追加35注，每注
奖金83767元；三等奖645注，每注奖金
5938元。三等奖追加266注，每注奖金
3562元。（58.54亿元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155期
开奖结果：160 直选：3851（161）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
346元；组选6：6479（356）注，每注奖金
173元。（945.3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55期
开奖结果：16065 一等奖：46注，每注奖
金10万元。（2.35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
第18074期：311301130113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18074期：101100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
第18074期：133111030011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足
彩

嫌疑人谢荣崇。

警方查获的制贩枪支。

制枪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