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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3时）
AQI指数 60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资阳、自贡、乐山、康定、
西昌、内江、泸州、遂宁、雅安、南充、
巴中、广元、绵阳、德阳、眉山、广安、
达州
良：攀枝花、宜宾

20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4-104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南部局部、东北部局
部为良至轻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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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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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
18071期开奖结果：02、05、23、30、31、
03、09，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1000万
元。一等奖追加1注，每注奖金600万
元；二等奖 33 注，每注奖金 266396
元。二等奖追加 15 注，每注奖金
159837 元；三等奖 581 注，每注奖金
5947元。三等奖追加251注，每注奖
金3568元。（59.49亿元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164期
开奖结果：610 直选：2363（122）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
346元；组选6：5529（360）注，每注奖金
173元。（1035.2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64期
开奖结果：61032 一等奖：8注，每注奖金
10万元。（2.44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
18075期：013103001330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 4场进球第
18078期：30121212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今日夏至
气温又被“泼冷水”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昼晷

已云极，宵漏自此长。”6月21日18时7
分，将迎来“夏至”节气。“骄阳渐近暑徘
徊，一夜生阴夏九来。”这是阳气最旺的时
节，也是盛夏的起点，“烧烤模式”将就此
拉开帷幕？等等，气温有点跟不上节奏。

“夏至”到，按理说老天爷应该为大家
准备了“烧烤”，不过，在四川盆地，因为雨
水的加入，这道菜还得晚点再上。据四川
省气象台预报，21日白天，盆地各市阴天
间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中宜宾、
泸州、成都3市局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
方有暴雨，最高气温28~30℃，比起昨天，
略微下降。

之后两天，雨水将继续发力，给气温
“泼冷水”。21日晚上到22日白天，雅安、
乐山2市，眉山、成都、德阳、绵阳4市西部
及宜宾、泸州2市南部阴天有大雨到暴
雨，其中雅安、乐山2市及眉山西部局部
有大暴雨，盆地其余地方阴天有雷雨或阵
雨，局部有中雨；22日晚上到23日白天：
乐山、宜宾、泸州、自贡4市阴天，部分地
方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盆地其
余地方阴天有雷雨或阵雨，雨量可达小到
中雨，局部有大雨。

成都主要降雨过程预计在今天午后
开始，并伴有雷雨和大风，出门上班，记得
带把伞。

环保战线的“侦察兵”
看闻听就能找出问题

“干这个工作就是要敢于亮剑。”
在李晓俊看来，环保执法如果出现下
手软，不愿管的态度，就是纵容环境恶
化的源头，“有牙不用，势必削弱法律
效力。”

于是，用面包填肚子，舍弃休息不
分昼夜地巡查、暗访、整理资料成为李
晓俊工作的日常。在去年省内环保督
察中，他白天巡查、监督处理环保排污
企业，周末和夜间则突击检查和暗访，
已经没有了白天和黑夜、工作日与周
末之分。

“你得像侦察兵那样眼光犀利独
到，再小的问题也得一眼看出来，一闻

闻出来，一听听出来。”每天巡查暗访
处理各类投诉案件，环境监察执法大
队队员们犹如“部队里的侦察兵”。

在一家涂料公司，李晓俊一行首
先来到污染治理设备处，“涂料厂的主
要污染物为粉尘和挥发性有机物等。
这是企业新添置的挥发性有机物处理
设备，目前看来，在正常运行中。”

粉尘处理装置前，卸灰阀处的灰
白粉末引起了他们的注意。“这是密闭
没做到位，让粉尘漏出来了，虽然只有
一点儿，还是要引起重视。请你们尽
快清扫，并对粉尘出口进行加牢加
固。这些设备的名称、处理工艺流程
图等，请你们尽快标识在侧……”一圈
下来，他们向企业提出了不少“无微不

至”的整改意见。

对口援藏甘孜县
环保执法也是保卫家园

2014年到2016年，李晓俊对口援
藏，在甘孜州甘孜县环保局挂职副局长。

两年时间里，他的足迹遍及14个
农区和牧区乡，带领县环保局干部职
工努力提升全县环境保护工作能力，
制定制度、方案、办理流程等工作汇编
70余项。

李晓俊还通过向企业、单位、慈善
组织、爱心人士等进行募捐，先后完成
价值 200 余万元的物资募捐工作。
2016年，荣膺四川省“对口援藏工作先
进个人”荣誉称号。

“我小孩上二年级，因为我经常早
出晚归，周末也没时间陪他耍，他说我
是在外面住宾馆的。”李晓俊开玩笑
道，但心却愈发坚定，在他看来，以前
当兵是为了保卫家园，现在执法同样
也是为了保卫家园。

李晓俊坦言，严厉打击环境违法
行为表面上看挡了个别人的“财路”，
但实际上保护了大多数遵守环保法规
企业的利益，更保护了生活在这片土
地上的所有人的利益。“我们每个队员
都是战士，同时还得是专家，环保战线
上的专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最美基层环保人”李晓俊：

“环境执法工作要敢于亮剑”
作为首届四川省“最美
基层环保人”之一，李晓
俊除了是成都市龙泉驿

区环境监察执法大队大队长，还是一
名退伍军人。他所在的环境监察执法
大队，退伍和转业军人占了90%。“因
为绝大多数队员都是转业军人，因此
我们实行半军事化管理，队员集体意
识很强，把每一次执法行动都当作一
场战斗严肃对待，尽职尽责守护龙泉
驿的生态环境安全。”谈及此，李晓俊
很庆幸自己的队伍能打硬仗。

“最美基层环保人”李晓俊。

借“电子商务”发展客户

2016年，自贡市高峰乡居民何某
注册成立“自贡凡人电子商务股份有
限公司”，自任法人代表。这家公司成
立后声称，可以“协助客户通过市场倍
增学的方式拓展、管理自己的团队获
得规模效益，帮助最终实现客户、加盟
商、公司、政府（税收）各方共赢。”

公司成立后，何某任命“红颜知
己”陈某为董事长，大学学计算机专业
的冯某某为技术开发部总监。该公司
通过网络线上线下宣传“消费获积分
返利”，引诱商家或消费者入会，收取
每个商家会员580元、个人会员30元
的入会费。并制定规则要求入会会员
必须发展3个新会员，以此类推，每个
人可发展10层会员，在组织构架上形
成“金字塔”式逐层发展团队成员的层
级关系，以会员发展新成员的数量多
少作为计酬返利依据。

今年1月11日，自贡市自流井区
工商部门发现“凡人电子商务股份有
限公司”有涉嫌网络传销的嫌疑。于
是向自贡市公安局自流井区分局经侦
大队报案，与公安机关联手，共同打击
传销犯罪。

自流井区公安分局接到报案后，
成立了包括网安、情报、刑侦、治安、巡
控等在内的“0117”专案组，纳入“夏
安”行动计划。专案民警经两个多月
明察暗访，终于掌握了这家公司涉嫌
网络传销的事实。

通过业务推广课洗脑

自贡市民小刘参加过两次“凡人
电子商务”业务推广课。有媒体工作
经验的小刘听了该公司的业务介绍
后，立即意识到这是一种传销模式。

小刘说，按照这家公司业务发展
层级，每个成为会员的顾客或商家将
以3的N次方的形式发展下级会员。
如果一个成员发展10层有效会员，人
数可达88572人。即便会员没有任何
消费，但只要每月发展下线会员，就会
有相应的固定收入。这种拉人头、收

会费、形成“上线”和“下线”隶属关系
及复式计酬的做法，与传销没有区别。

得知这家公司被打掉，小刘长舒
一口气：庆幸自己还算清醒，“不然我
也会成这64万人中的一个。”

而自贡市富顺县钟女士则听信了
该公司的宣传，2016年底成为会员后，
至2017年底下线已有400多人，2018
年春节前，钟女士收到了该公司给她
的第一笔收益：481元。

之后，当钟女士又投入一万元“垫
资分红”款，等待万元投资变成十万、
百万时，等来的却是“凡人电子商务公
司”被公安机关查处的消息。

自贡市沿滩区苏女士通过熟人介
绍，于2017年底到这家公司投资了2万
元“垫资分红“款。直到公安机关破获
该案，苏女士没有收到一分钱收益。

会员层级118层64万人

自流井警方经过调查发现，这座
“电子商务”传销“金字塔”会员层级已
高达118层。参与人员涉及湖北、河
南、北京、山东、广东、福建和四川等7
省（市）20多个地市，总计会员已达64
万人之众，涉案金额初步统计已达
4000多万元，案情触目惊心。

警方认定：“凡人电子商务”经营
行为特征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
特征完全一致。

“0117”特大网络传销案引起自贡
市、区两级公安机关高度重视。自贡
市公安局副局长姜华四次率领市局经
侦、网监、法制等部门负责人，和自流
井公安分局进行专案会诊，把握案侦
进度，加强案件督导。

针对这起涉及人员数十万，网络
证据容易灭失的特大网络传销案，专
案组制定了详细的案侦工作“三步走”
策略，第一步是专案民警针对凡人电
子公司活动特点，制定了详细的抓捕、
审讯、搜集、固定证据等各个侦查环节
方案，强化了涉案电子证据的收集与
固定的预案，确保调取、保存、鉴定等
程序全程依法、规范；第二步是在市公
安局网安支队大力协助下，锁定了该
公司后台服务器、会员注册APP、积
分返利、会员层级、人数、重点骨干人
员信息等重要情况；第三步是外查固
定证据。专案组辗转成都、重庆、眉山
等地，查询涉案账户100多个，查明涉
案资金流向、账户基本情况、资金流量
和存量，以及涉案公司总部、办事处组
织网络、会员层级体系、电子数据储存

地等关键信息，为顺利破案奠定了充
实的证据基础。

多方协同破获特大传销案

2018年 3月 26日上午，由经侦、
刑侦、网监、巡控、派出所等单位80余
名警力组成的抓捕队，登上行动指挥
车和特警大巴，紧急赶赴位于自流井
区工业开发区内的电脑城。

民警径直奔向电脑城四楼“凡人
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办公区域，将
现场13个工作人员全部控制。

经询问核实，这13人中包括该公
司实际控制人何某、董事长陈某、开发
部总监冯某某等高层管理及骨干人
员。警方现场扣押电脑46部，冻结资
金数百万元。

至此，这起被警方命名为“0117”
的自贡市第一起特大网络传销案件成
功告破。

“0117”专案从获取线索到成功收
网、执行逮捕，历时90多天。抓捕行动
后，专案组逐条核实线索，在法定时限
内完成了证据的全面收集和甄别。日
前，这起案件已经按时向检察院移送。

警方提示，近年来，在公安机关重
拳打击下，传统传销手段逐渐被人识
破。但某些“电子商务”打着“整合资
源，服务民生”的旗号，没有实体经济，
也没发生实际交易，单纯靠拉人头、发
展下线获利，构成典型的新型网络传
销犯罪。由于与互联网、电商沾边，群
众无法分辨真伪，更具欺骗性，且手段
更隐蔽。

凡人电子规定每个会员发展新会
员入会最多只能3个，让普通会员误认
为是严格按制度办事。但3的N次方
发展会员架构，将呈几何级增长，少数
处于上层的会员，月返利最高超万元，
诱惑力非常大。

但当发展下线达到极限时，整个
传销金字塔就会崩溃。会员的投资将
血本无归。近年来，“善心汇”、湖南张
健“五行币”、湖北“云在指尖”等传销
案，让不少受害者损失巨大，就是很好
的例证。 邱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陈章采

自贡破获特大传销案
涉案金额达4000多万元，7省（市）64万人陷入其中

近日，一起特大网络传销
案经自贡市自流井区警
方办理完毕，正式移交检

察机关审查起诉。这是自流井警方
在“夏安”行动中破获的涉及省市和
人员最多的一起刑事案件。

在发展了400多名会员后，自贡
市富顺县钟女士从今年2月开始每
月有了400多元收入。就在她又投
入了一万元“垫资分红”款，期待更多
收益时，她投资的公司“自贡凡人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被公安机关查封，
公司负责人涉嫌网络传销被抓捕。

经3个月侦查，自流井警方初步
查明：这起网络传销案层级多达118
层，涉及人员遍布四川、湖北、河南、
北京、山东、广东、福建等7省（市）20
多个地市，总计会员64万之众，涉案
金额初步统计达4000多万元！自流
井警方共抓获传销团伙核心成员13
人，冻结资金数百万元。

涉案人员被警方控制。

在涉案公司，警方现场扣押电脑46部，冻结资金数百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