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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乙肝患者都听过“肝炎一肝硬
化一肝肿瘤”三部曲的说法，担心自己发
展成肝硬化甚至肿瘤。如果真如传言所
说，乙肝恶变只需三步，那么，有什么办
法可以阻断其恶变呢？

乙肝任其发展,会有什么后果？
乙肝就是一场发生在肝脏上的战

争，乙肝病毒和人体免疫细胞战斗激烈
会破坏“战场”，使肝脏受到损伤、细胞坏
死，肝脏在自我修复的过程中不断纤维
化，最后逐渐形成肝硬化。而肝硬化是
肝肿瘤的高危因素，这就成了最常见的

“肝炎一肝硬化一肝肿瘤”发病模式。
如何有效阻止乙肝恶变？
1、定期进行全面体检：肝脏是个沉

默的器官，患者一般只有通过检查才能
发现肝炎症状，检查项目包括肝功、乙肝
血清病毒标志、甲胎蛋白等。

2、戒酒：乙肝病人必须戒酒，因为酒
中的主要成分为乙醇，进入人体后，需经
肝代谢，其代谢产物乙醛对肝细胞具有较
强毒性。

3、科学及时治疗：乙肝患者一旦出
现治疗指征，如肝功异常、病毒复制活
跃、纤维化严重等，应及时治疗，临床明
确证实只有通过科学治疗才能降低肝硬
化、肝肿瘤发生率。

世界肝炎日援助项目：7.28“世界肝
炎日”之际，“2018肝病精准扶贫暨重症
肝病救助工程”正在进行，具体内容包
括：

1、常规检查全免；
2、肝病治疗、肝硬化、肝腹水，最高

可获援助1万元；
3、肝病患者家属健康体检；
4、全额救助特困肝病患者（限额3

名）。
申请方式：
拨打健康热线 028-96111 进行预

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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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27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9-79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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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巴中

达州

阵雨转阴

阵雨转小雨

阵雨转小雨

阵雨转中雨

雷阵雨转小雨

雷阵雨转小雨

晴转阵雨

雷阵雨转小雨

阵雨转中雨

中雨转小雨

阵雨转小雨

雷阵雨转小雨

晴转小雨

阵雨转小雨

阵雨转小雨

晴转阵雨

晴转阵雨

晴转多云

雷阵雨转小雨

晴转多云

12-28℃

13-20℃

19-28℃

22-31℃

23-32℃

25-31℃

26-36℃

24-30℃

22-31℃

24-30℃

24-32℃

25-33℃

26-35℃

26-34℃

25-32℃

26-36℃

26-37℃

26-37℃

25-34℃

27-37℃

阵雨转阴

小雨

小雨

小雨转中雨

阵雨转小雨

小雨

阵雨转小雨

小雨

小雨转中雨

小雨

中雨转小雨

小雨转中雨

阵雨转小雨

阵雨转小雨

阵雨转中雨

阵雨转小雨

多云转阵雨

多云转阵雨

阵雨转小雨

多云转阵雨

12-27℃

13-20℃

19-28℃

21-30℃

23-32℃

24-31℃

26-35℃

24-32℃

22-30℃

24-31℃

23-32℃

24-33℃

25-35℃

25-34℃

25-33℃

25-34℃

26-37℃

26-36℃

25-35℃

26-35℃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8086
期开奖结果：6098034，一等奖0注；
二等奖2注，每注奖金189289元；三
等奖 121 注，每注奖金 1800 元。
（1253.4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201期
开奖结果：629 直选：7121（489）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
346元；组选6：9841（857）注，每注奖金
173元。（1073.8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201
期开奖结果：62968 一等奖：40注，
每注奖金10万元。（2.52亿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

18086期：310011133333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

18096期：2011112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

第18091期：333110113133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7月27日，记者从成都市
交管局车管所获悉，9月1
日起，外省机动车将可在

成都免委托办理车辆年检业务，实现
“全国异地通检”。此外，目前成都市境
内的39家机动车安全技术监测机构都
可实现“一站式”办理二手车登记注册
上牌业务。

自今年6月28日公安部深化“放
管服”改革，进一步提升交管服务便利
化，推出20项交管“放管服”改革举措
后，成都已陆续推出多项具体落地措
施，依托公安交管服务平台构建覆盖
全市的交管服务网，全域推进“就近
办、便捷办、现场办、当场办”，方便群
众就近能办、多点可办、少跑快办、当
场即办。

检测站“一站式”办理二
手车登记上牌

7月27日上午，成都市锦江区锦泰
机动车检测站，市民刘先生新买了一辆
二手车，只花了不到一小时，就办完了
二手车登记的所有业务，“以前还要到
另一个地方取车牌，现在这里可以一次
性搞定，很方便。”

“过去机动车检测站更多承担的是
车辆年审的功能。”锦泰机动车检测站
负责人周洪介绍，“现在市民可到我们
这个点办理所有车驾业务，包括新车拿
行驶证、号牌以及二手车转移等等。”值
得一提的是，市民只需带着身份证原
件，当天就可以办理完所有业务。

据成都市交管局车管所相关负责
人介绍，从2017年开始，成都交管部门

就授权在全市71家4S店、26家二手车
市场分别开设新车注册登记服务站和
二手车交易市场登记服务站，购车后可
立即完成车辆登记业务，当场领取牌
证，直接上路行驶。随后，二手车登记
服务又扩展到全市39家机动车安全技
术监测机构，锦江区锦泰机动车检测站
就是其中之一，“之前部分二手车登记
业务，例如登记证书遗失补办等业务，
仍需到交警窗口办理。”该负责人介绍，
从公安部推出深化“放管服”改革后，所
有二手车相关登记注册业务都可在各
检测站办理了。

此外，据成都市交管局车管所消
息，从9月1日起，成都在已实现省内机

动车异地通检的基础上，将异地通检的
范围扩大到全国。此前，跨省异地验车
需要在车籍地车管部门办理委托检验
手续才能异地验车，而且每年都需要到
原车辆注册地车管所提出申请，办理起
来相对麻烦。而从9月1日起，外省车
辆（小型汽车、小型货车和中型客车）将
可直接在成都免委托“一站式”办理年
审业务。

成都多项车管便民措施
已落地

近年来，成都交警依托公安交管服
务平台构建覆盖全市的交管服务网，已

落地多项便民服务举措。
1、在71家4S店、26家二手车市场

开别开设新车注册登记服务站和二手
车交易市场登记服务站，购车后可立即
完成车辆登记业务，当场领取牌证，直
接上路行驶。

2、在13家银行开设机动车抵押/
解除抵押登记服务站，在银行贷款或还
清贷款后直接办理抵押/解除抵押登记
业务。

3、在439家汽车销售商家开设核
发临牌业务办理点，购车后可当场领取
临时号牌，将新购爱车开回家。

4、在全市设置了27个号牌现场制
作点，方便群众就近领取机动车号牌。

5、在机动车回收报废公司开设机
动车注销登记服务站，公司提供上门回
收报废机动车，一站直接办理注销登记
业务。

6、全市39个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
机构，提供预约检车、周末检车，实现了

“随到随检”。
7、全市107家医疗机构开展驾驶

人体检业务，驾驶人医院体检后，由体
检医院通过互联网直接传递驾驶人体
检信息至车管所。

8、全市230个“警邮便民服务站”
提供交管窗口服务，2017 年以来，约
200万人次在身边的“警邮便民服务站”
便捷办理了补、换牌证，申领免检标志
等18类车驾管业务。

9、全市25家社会化考场，平均每
个区县设有一个考场，全面实现考生就
近参考、随报随考。

四川日报记者付真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何方迪

成都（16时）
AQI指数 43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雅安、西昌、巴中、绵阳、
宜宾、攀枝花、南充、遂宁、乐山、德
阳、广安、资阳、泸州、广元、眉山、自
贡、达州、内江
良：康定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可疑车辆
交通违法140余次

7月23日上午，丹棱县公
安局交管大队民警在G351线
开展日常巡逻盘查，一辆红色
轿车在迎面驶来时发现有警
察设卡检查，突然减速企图调
头，这一反常行为立刻引起民
警注意，民警判断该车有重大
嫌疑，立即冲上前进行拦截检
查。

这一查让民警大吃一惊，
当把该车车牌号输入查询系统
后，显示该车竟有140余次交
通违法行为，记分多达640分，
而罚款高达2万多元！如此多
的违法记录，让民警对驾驶员
熊某产生了怀疑。面对民警的

询问，熊某眼光游离，躲躲闪
闪，并不时用眼光瞟车辆后排
座椅，这一举动引起民警进一
步警觉——“车上一定还隐藏
着什么！”

车内藏匿
60余只野生动物

民警立即对该车进行仔细
检查，发现后排座有一台经过
伪装的冰柜，冰柜内竟然冷冻
有疑似隼、鳄鱼、猫头鹰、野鸡、
野鸭、野兔等野生动物 60余
只。因熊某拿不出相关手续，
涉嫌非法运输野生动物，民警
立即向指挥中心报告，通知森
林公安前来对该案件进行移交
处理。

据了解，熊某为蒲江县人，
今年43岁，离异后定居新津。
据其交代，车上的野生动物是从
眉山东坡区、仁寿县等地收购
的，打算运回成都进行贩卖，不
想在运输途中被巡逻民警挡获。

目前，此案已立案侦查，而
驾驶员熊某涉嫌非法运输野生
动物，原本应被刑事拘留，因身
体原因被警方采取强制措施，
处于取保候审状态。

“车上究竟是什么动物？
有多少属于国家级保护动物？
熊某是否涉嫌其他罪名？还需
等权威鉴定结果出来之后才能
认定。”丹棱县森林公安局局长
汪宇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庆

见习记者 王越欣

世界肝炎日：
乙肝任其发展,会有什么后果

如何阻止乙肝恶变？

9月1日起
外省车辆可在成都办理年审

涂恩来5岁时，父亲去世，
母亲改嫁。从那时起到12岁，
他一直跟外公外婆生活在一
起。在他印象中，外公外婆每
天早上五六点就起床，外婆做
早饭，外公则把种的菜拿到集
市去卖。“外婆不放心我单独
上下学，总是陪着我一起。”涂
恩来回忆，有时下大雨，外婆
还会背着他，不让他自己走。

“外婆的背虽然有些驼，但在
我脑海里，外婆的形象永远是
最高大的。”

12 岁时，为了方便读初
中，涂恩来来到爷爷奶奶家。
高二那年，涂恩来的外婆去
世，得知消息，他整个人都懵
了。“现在我还时常想念外婆，
没有机会报答她是我最大的遗
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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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华西岷山
阳光助学行动

华西岷山阳光助学行动自启动
以来，组委会已收到来自全省
各地两百余份阳光学子的求助

信，助学直通车已陆续前往全省各地阳
光学子家中探访。

在中江中学门口，直通车一行见到了
来学校查询录取结果的阳光学子涂恩来，
作为文科生的他今年高考考了616分，
被华东师范大学学前教育专业录取。“小
朋友们总是很快乐，跟他们待在一起我
也会很愉快。”涂恩来的理想跟大多数同
龄男孩不一样，他喜欢孩子，从小特别憧
憬教师这个行业，想当幼儿园教师。

自幼父亲去世母亲改嫁

阳光男孩涂恩来
想当幼儿园老师

2018华西岷山助学行动活动细则

1、资助形式：活动一次性
资助每名阳光学子助学金
5000元人民币，帮助实现大学
梦想。

2、报名条件：品学兼优、
家庭贫困的今年高考本科录
取新生（不含免学费专业），原
则上不与其他公益活动重复
资助同一名学子。

3、提供资料：
（1）申请书或申请表1份

（贴1张1寸近照）；
（2）身份证复印件 1份；
（3）贫困证明 1 份（户口

所在地乡镇、街道以上政府相

关部门出具）；
（4）高考录取通知书复印

件1份（可在通知书到达后补
交）。

请考生邮寄资料到“2018
华西岷山阳光助学活动”组委
会，请务必留下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成都市锦江区
红星路二段70号华西都市报
教卫事业部

邮编：610012
电话：028-96111

028-86969135
（该电话接听时间：周一至周

五10：00-18：00）

全市39家机动车监测机构可“一站式”办理二手车登记上牌

涂恩来是文科生，但也擅
长数学。今年高考，他数学考
了143分。然而，初中以前涂
恩来的成绩并不突出。初二
时，班主任陈老师鼓励他说，

“小伙子加油，我看好你哦。”
老师的鼓励让涂恩来备受鼓
舞，学习开始有了自信，中考

时他第一次证明了自己，以全
县靠前的名次考入了当地最
好的高中。

涂恩来书桌前，贴着一张
高考冲刺时的时间表，上面除
了时间安排和学习事项，还有
六个字的心理暗示：“我行、我
行、我行”。

没机会报答外婆是最大遗憾

老师的鼓励让他发奋图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皓洋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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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违法行
为，记分640

分，罚款2万多元，这样的
车还敢上路？被民警挡
获时，车内还藏有60多只
疑似珍贵野生动物？近
日，眉山市丹棱县公安局
交管大队查获一起非法运
输野生动物案，并移交当
地森林公安处理。

7月27日，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从眉山
市丹棱县森林公安局获
悉，目前该驾驶员因涉嫌
非法运输野生动物，已被
采取强制措施，而涉案的
野生动物则被移交成都
市相关鉴定所进行鉴定。

涉嫌非法运输野生动物，熊某连人带车被挡获。

27日，成都市民刘先生（前左）在机动车检测站办理二手车登记业务。何方迪 摄

140次

民警拦下可疑车，仔细一查惊呆了
交通违法140次 内藏野物60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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