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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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16时）
AQI指数 119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康定、乐山、广元、内江、
巴中、泸州、达州、攀枝花、广安、南
充、绵阳、遂宁、雅安
良：德阳、西昌、眉山、自贡、宜宾、资阳

20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5-115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区域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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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呼吸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8083期

开奖结果：4072619，一等奖1注，每注奖
金500万元；二等奖14注，每注奖金
23061元；三等奖178注，每注奖金1800
元。（415.7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194期
开奖结果：605 直选：5948（1074）注，
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
金346元；组选6：8282（614）注，每注
奖金173元。（1064.8万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94期
开奖结果：60589 一等奖：29注，每注
奖金10万元。（2.55亿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

18084期：3300330311303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 4场进球第

18094期：011131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

18089期：330010113310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7月 19日，成都市新都区人民
政府与腾讯科技、云图控股战略合
作签约仪式暨电竞产业高峰论坛在
新都假日酒店隆重举行。新都区委
书记许兴国、腾讯互动娱乐平台营
销部区域推广总监甘霖、云图控股
董事长牟嘉云等出席活动见证签
约。新都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张
吉广，腾讯互动娱乐平台营销部区
域推广副总监张杨，云图控股总裁
宋睿致辞。

活动现场，新都区政府与腾

讯磋商并达成一致意见，共同签署了
《新都区人民政府与腾讯战略合作协

议》；与云图控股旗下子公司成都王
者互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云
图电竞产业及其运营总部建设项目
投资协议书》。

据悉，近年来新都区政府为
全面发展新经济，推动绿色GDP发
展，提出以电子竞技产业为新方向，
培养新兴电竞产业集群，打造中国电
竞中心的目标，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此次发布会及论坛的成功举办，将为
新都区下一步全面发展新经济提供
强劲动力。

新都：政企合作建电竞产业重镇

龙泉部分
2018/7/24 7：00-18：30
山泉镇花果村、美满村、桃源村、联

合村、龙泉街办长柏社区
2018/7/24 8：00-18：00
十陵镇来龙村部分、平安家园部分
2018/7/25 7：00-20：00
丽阳社区、垃圾发电厂、兴荣再生

能源公司、永发砖厂、金龙砖厂702台备
用电源、兴蓉环保公司、万兴环保发电
厂、兴蓉再生能源、瀚洋环保、兴蓉环保
科技公司

2018/7/25 7：00-19：00
十陵镇来龙村部分、平安家园部分
2018/7/26 7：00-19：00
金山花园、商业世界、同安卫生院、

中医大针灸学院、希望路部分、幸福小
区、阳光村、永胜村、三口村、万家村、阳
光印象、盛世中华、明星花苑、华大医
院、万通汽修学校、东方虹小区、大河小

区、恒大地产售楼部、成都南方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宏日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成都兴宝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

2018/7/26 8：00-18：00
广场路部分、新驿村部分
2018/7/27 7：00-19：00
东方虹小区、华大医院、万通汽车

学校、同安派出所、供电所、锦绣路幼儿
园、明星花苑、大河小区、同安中学、三
口村

2018/7/27 7：00-18：30
恋日家园小区部分、芙蓉社区等
2018/7/29 7：30-18：00
洪河镇玉石社区、百合小区、东洪

社区、富桥小区、柠檬城、桃花园、半边
街住户及商铺、三桥二组

双流片区
2018/7/25 8：00-19：00
东升街道丰乐社区、成都市兴德龙

房地产有限公司、隆鑫十里画卷、流溪

别院小区、逸阳华庭小区、小坝六社；黄
水镇板桥社区、长沟社区；彭镇光荣社
区、燃灯社区、岐阳社区；

2018/7/27 8：00-17：00
黄龙溪镇大河村部分、双坝村（原

龙坝村）、黄龙溪景区部分
2018/7/28 7：00-18：30
公兴街道兰沟社区、青云寺村、永

安镇松柏村部分、阿艾夫产业园区、西
航港孵化园产业园区

温馨提示：
1、最新停送电信息请查询“95598

网站”、拨打“95598热线”，或下载“掌上
电力”APP查询。

2、请提前关闭户内电源总开关，避
免突发停送电源造成室内电器受损或
电脑数据丢失。

3、养观赏鱼的业主注意停电期间
水温、水质变化。

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

2018年第30周停电检修计划

蹊跷
久病老人没来就诊
电话也无人接听

68岁的余女士是肾病患者。从2014
年起，她便定期在四一六医院进行血液透
析。7月19日下午1点，是原本约定好的
透析时间。然而，到了下午2点，老人还未
在医院出现。

血液透析室每天有上百名患者，但护
士长余爱英对余女士印象深刻：老人虽然
患病多年，但一向乐观开朗，而且特别守
时，“从来都不迟到，甚至还会提前一点到，
先在旁边等着。”

从不迟到的老人突然失约了，余爱英
感觉有些不对劲儿。在平时的交谈中，她
得知，余女士是独居老人，唯一的女儿在外
地工作。“怕不是出什么事了吧？”

医院存档的资料中，老人只留下了自
己和老伴的电话以及所在小区的名称。余
爱英先拨打了老人的电话，电话拨通，却一
直无人接听。而之前就了解到老人的老伴
已经去世，其电话也早已处于停机状态。

电话不通，剩下的寻人方式就是余女
士留下的小区名。由于没有记录小区具体
门牌号，余爱英找到小区物业进行查询时，
物业那头却查无此人：“可能业主的名字并
不是她，物业那边也查不到。”

接力
护士助力民警寻人

找到晕倒在家中的老人

等到下午4点，老人仍未出现，余爱英
果断报了警。

报警前，她查询了老人之前在医院就
诊时留下的身份证号、社保卡号等，以尽可
能详实地提供信息。“这确实值得肯定，通
过她（余爱英）提供的身份信息，我们很快
查到了老人女儿的电话。”接警的成华区公
安分局府青路派出所民警张炼说。

联系上老人在广东的女儿后，民警找
到了老人的具体住址。随后，民警和医护
人员一同赶往老人家中。此时，老人女儿
的朋友也已赶到。

敲门几分钟后，屋内一直没有回应。

当民警再次拨打老人电话时，一声声电话
铃声从屋内传来。“已经几天没有见到她出
门了。”邻居的话，让所有人的担心又加深
了一分。

最终，民警撬开锁进入老人家中。一
行人看见，老人躺在客厅的地上，身体还在
抽搐。随后，赶来的120将老人送往四一
六医院进行抢救。目前，老人仍在重症
ICU接受治疗。

7月20日，记者从医院了解到，老人仍
未脱离危险期，但意识有所恢复。

逃过一劫
女儿说母亲向来独立固执
后悔没在家中安装监控设备

“上周才跟她（余女士）通了电话，她状
态挺好的，周一下午还去了超市……”对于
余女士突然晕倒在家一事，她的女儿田女
士有些意外，更多的是自责。19日当晚，
在广州工作的她连夜赶回了成都。

20日下午，几乎一夜没合眼的田女士
在ICU病房外来回踱着步，等待着探视时
间。她告诉记者，母亲患有糖尿病转尿毒
症，一直都在血透。4年前父亲去世，她不
放心母亲一个人在成都，曾提出将她接到
广州，“她说习惯了成都的生活，不愿过
去。”

在田女士看来，母亲向来独立，也比较
固执。“妈妈每次都说，只要定期去血透就

可以了，平时身体挺好的，不需要人照顾，
我想给她请一个保姆，她也不愿意，觉得是
被人管着。”

今年年初，田女士回成都看望母亲，提
出想在家里安装一个监控设备，这样，自己
在广州也能随时看到母亲的情况。这一提
议，又被母亲余女士拒绝了，“她觉得像是
被监视着。”因为“不想惹妈妈不高兴”，田
女士再次妥协，“现在想想，很后悔当时没
有坚持。”

心有余悸
后悔没有细心照顾好母亲
她想当面向两位恩人道谢

“我以前做得太不够了。”经过这次意
外，田女士表示，之后会努力劝说母亲跟随
自己去广州，如果母亲执意不去，就一定在
家里请一个保姆或者安一个监控，并在成
都的朋友处留下家里钥匙，以避免同样的
事情再次发生。

刚回到成都的田女士，正忙着处理母
亲住院的事情，还没来得及找到当时报警
的护士长以及联系自己的民警，“真的要感
谢，多亏他们及时发现。等有机会，我想找
到他们当面道谢。”

◆对话护士长◆

“关心每一位病人，
是我们职责所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你对这位患者
印象特别深刻吗？

余爱英：余婆婆在这里透析4年来，她
每次来，我们都会聊天、拉家常，应该说特
别熟悉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是因为跟这位
患者很熟，所以会特别关注吗？

余爱英：其实对于安排了透析的病
人，如果没有来，我们都会打电话进行核
实确认。关心每一位病人，是我们职责
所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对于类似患者
和家属有什么建议吗？

余爱英：尿毒症随时可能出现病情的
变化、并发症等，因此，建议患者身边随时
应该有人照顾。

扑灭山头明火演练。

成都核工业四一六医院血液透析室
护士长余爱英。

独居太婆未按约赴诊
护士报警接力寻找救回一命

约好的透析
时间，患病老人过
了一个小时还未
出现，成都核工业
四一六医院血液
透析室护士长余
爱英有些不安，在
联系患者无果后，
她果断报了警。

事实证明，余
爱英并没有“小题
大做”——当其协
助民警找到患者
住址并找上门去
时，这位独居老人
已晕倒在家中。
目前，老人正在医
院抢救，老人的女
儿已从外地赶回
成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吴冰清

实习生 王安忆 高丽
摄影 刘陈平

紧急
寻人

火热
考验考验

四川森警展开大比武

这几天，四川盆地持续高温。武警四川森
林总队在成都、眉山的基地举行了2018年度
军事建制班比武，官兵们冒着酷暑高温，比试
灭火技能和综合素质，在竞技场上突破自我。
最终，武警攀枝花森林支队参赛队勇夺桂冠。

此次比武紧贴灭火作战需要，设置携装
5公里负重行军、水泵架设与撤收、按图行进
等12个科目。酷热潮湿的3天里，参赛官兵
穿着密不透风的防火服和作训服，在比武场
上挥汗如雨，拼尽全力。比赛第二天上午，
刚刚完成携装5公里负重行军，参赛官兵来
不及擦拭脸上和身上的汗水，又踏上了按图
行进的征程。

徐昆鹏 曾鹏 王维爽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见习记者 钟晓璐记者 吴柳锋

余女士目前仍在ICU接受治疗。

四川森警大比武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