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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体彩

成都（16时）
AQI指数 112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雅安、巴中、绵阳、遂宁、
乐山、德阳、广安、资阳、泸州、广元、
达州、内江、康定、宜宾、南充、自贡
良:攀枝花、西昌、眉山

23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1—111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东北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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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空气质量预报

同呼吸
吴冰清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今日
限行 5 0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228期开
奖结果：829 直选：5149（259）注，每注奖
金 1040 元；组选 3：0 注，每注奖金 346
元；组选6：8834（599）注，每注奖金173
元。（1314.7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228期开
奖结果：82992 一等奖：41注，每注奖金
10万元。（2.5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8102
期：113030011313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 4 场进球第
18112期：2003222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
18107期：130000110113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四川品牌大会投票活动火热进行

“吃喝势力”领跑前三

8 月 24 日，由封面新

闻、华西都市报主办的

“四川品牌大会”启动满

一个月，品牌大会投票也

已进行十余天。

在此期间，一系列大

家耳熟能详的“川字号”

经典饮食、风景名胜报道

相继与大家见面，多位互

联网领域高管担任品牌

导师，贡献出了各自在品

牌 塑 造 上 的 经 验 与 心

得。这场人文与商业并

存的盛会，能让每位参与

者在文化及视野方面有

所收获。

扫二维码
看2018
四川品牌大会

从四川到世界
2018四川品牌大会

成都武侯：
信访件档案化管理
助推信访工作再上新台阶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谢燃岸）8月
23日，记者从成都市武侯区获悉，今年
5月以来，武侯区纪委监委立足信访工
作实际，全面梳理近三年的来信、来访、
网络、12388电话、上级交办等形式受理
的信访举报件，按照一案一卷的原则整
理归档。

为方便后期查阅读卷宗，武侯区纪委
监委建立了卷内目录，将整理好的信访档
案卷宗分信、访、网、电等四类进行统一编
号，统一规范命名，按照检控类、中巡件、
上级交办件等类别进行分类保存。截至
目前，共建立800余件信访档案。

“将信访件档案化管理后，便于我
们日后查证或调阅。在处理重访件、老
访件等问题上，通过快速调阅档案资
料，帮助办案人员迅速掌握相关历史资
料，避免了重复办件取证，大大提高了
工作效率。”武侯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
人表示。

按照上级纪委“三转”“把纪律和规
矩挺在前面”等要求，重点针对今年督
察重点，对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
落实“两个责任”、顶风违纪搞“四风”、
惠民资金落实问题等进行信访举报件
进行重点标记，及时汇总统计分析，为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决策提供
重要参考。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建立完善信
访归档制度，明确归档原则和归档范围，
明晰立卷和归档方法，列明信访档案使
用和管理细则，坚持信访举报件办完一
件，归档一卷，做到件件归档不遗漏。”武
侯区纪委监委信访室负责人表示。

马尔康 多云转晴 11-29℃ 晴转阵雨 11-26℃

康定 多云转阵雨 13-21℃ 阵雨 13-20℃

西昌 多云转阵雨 19-31℃ 阵雨 18-29℃

攀枝花 多云转阵雨 21-33℃ 阵雨转晴 22-31℃

广元 多云转阵雨 22-32℃ 阵雨转晴 22-30℃

绵阳 多云转阵雨 23-31℃ 阵雨转晴 23-30℃

遂宁 多云转晴 24-34℃ 晴 25-34℃

德阳 多云转阵雨 23-31℃ 阵雨 23-30℃

雅安 阵雨 22-31℃ 阵雨转中雨 22-28℃

乐山 多云转阵雨 24-33℃ 阵雨 23-31℃

眉山 多云转阵雨 23-33℃ 阵雨 23-31℃

资阳 多云转晴 23-34℃ 晴 24-33℃

内江 多云转晴 23-34℃ 晴 24-35℃

自贡 多云转晴 24-34℃ 晴 25-34℃

宜宾 晴 23-35℃ 晴转阵雨 24-34℃

泸州 晴 23-34℃ 晴 24-34℃

南充 多云转晴 25-35℃ 晴 24-35℃

广安 多云转晴 24-34℃ 晴 24-35℃

巴中 多云转晴 23-33℃ 晴 23-33℃

达州 多云转晴 24-34℃ 晴 24-35℃开启“霸榜”模式
中坝酱油位列榜首

本次投票覆盖了与四川品牌息息
相关的十余个行业，接近400个候选品
牌，共设置川茶、川酒、川味、川景、川
调、旅居、商业、健康、悦居、金融、汽车、
教育、财经、互联网14个子榜单。

投票进行至今，来自川调榜的中坝
酱油开启长期“霸榜”模式，持续位列四
川品牌榜票数榜首。截至23日20点，
中坝酱油以31544票的成绩笑傲群雄，
暂列四川品牌榜首位，反映了这个发源
于江油的酱油品牌在四川人心目中有
着很高的认可度，其在烹饪、佐餐多种
场景的高频使用，见证了无数家庭的温
馨时刻。

如果说中坝酱油的持续领跑在意
料之中，那么健康榜上的大英三七则是
令人眼前一亮的黑马。作为药材集合
代表，大英三七力压诸多医疗、健康机
构，目前已获两万多票，在中坝酱油之
后位列品牌榜人气第二位。

作为川酒品牌代表，泸牌老窖表现
亮眼，紧随大英三七排在第三位，在川

酒榜中高居头名。
目前品牌榜单前三甲都与吃有关，

但那些不能被“吃”下去的四川品牌，
在榜单上也有着出色表现，比如截稿
时排在第四名的四川苏宁易购便是互
联网领域的代表，它的突围也表明了
新的消费趋势形成时，优秀新品牌同
样可以在四川消费者心目中树立良好
形象。

榜单Top20里，能“吃”的品牌或产
品与不能“吃”的品牌几乎平分秋色，各
占一半席位，这也打破了很多人对四川
品牌的印象局限。

CGI品牌指数加权
最终榜单仍有悬念

尽管目前的投票榜单中，各品牌获
得的票数已形成一定差距，但本次大会
的评选活动创新地加入了CGI品牌指
数和品牌综合评定加权模式，为仍处于
起步阶段的初创品牌提供更加公平的
评选环境。

此次在线投票的数据结果将和
CGI品牌指数、品牌综合评定数据进行

结合，最终评选出《四川品牌榜》。在最
终榜单评定中，本次在线票选的结果占
30%权重，CGI品牌指数和品牌综合评
定分别占比30%和40%。

其中，CGI（封面译见全球指数）通
过将全球公开大数据、领先的人工智能
算法技术、专业深度的咨询分析相结
合，计算出各大品牌的指数。

所以，即使一些品牌在用户投票环
节暂时落后，如果其CGI指数及品牌综
合评定结果更好，依然有成功“逆袭”进
入最终品牌榜前列的机会。

红旗连锁、五粮液、小龙坎等CGI
榜单上的常客，即使一时票数相对落
后，在后续综合实力比拼环节，仍有翻
身希望；而谷小酒、果小美等四川品牌
的新秀，虽发展历史尚短，但同样可以
靠互联网领域积累的传播势能在品牌
榜上积聚人气。

此次在线投票截止时间为9月27
日凌晨0点。激烈的投票还在继续，消
费者只需下载并打开封面新闻客户端，
选择“我的”，点击“封蜜Club”，进入

“四川品牌大会”页面，即可用选票对你
心目中的最佳四川品牌点赞。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赖芳杰）8月
2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获悉，
成都市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
改革完善药品生产流通使用政策若干措
施的通知》，在出台的多项措施中，特别
提到巩固破除“以药补医”成果。

成都市将全面落实政府对符合区域
卫生规划的公立医院的投入政策，巩固
破除“以药补医”成果，建立公立医院由

服务收费和政府补助两个渠道补偿的新
机制。坚持医疗、医保、医药联动，统筹
推进理顺医疗服务价格、允许慢性病患
者持处方到社会零售药店购药等改革。
医疗机构应按药品通用名开具处方，并
主动向患者提供处方，门诊患者可以自
主选择在医疗机构或零售药店购药，医
疗机构不得限制门诊患者凭处方到零售
药店购药。健全公立医院医疗费用控制

目标管理和监测考核制度，定期公示。
将医药费用控制情况与公立医院财

政补助、评先评优、绩效工资核定、院长
评聘等挂钩，对达不到控费目标的医院，
视情况核减或取消资金补助、项目安排，
并追究医院院长相应的管理责任。

同时将探索建立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信用等级管理和黑名单管理制度。逐步
完善智能监管系统，发挥省、市联动机

制，加强对定点医疗机构的监管力度。
加强医保基金预算管理，大力推进医保
支付方式改革，建立总额控制下的按病
种、按人头、按床日付费等多种付费方式
相结合的复合型付费方式，逐步减少按
项目付费。合理确定医保支付标准，将
药品耗材、检查化验等费用由医疗机构
收入变为成本，促使医疗机构主动规范
医疗行为、降低运行成本。

严厉打击制售假劣药品

成都市将强化生产源头管控，监督药
品生产企业严格执行药品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督促企业落实药品安全主体责任。
强化案件移送工作，严厉打击制售假劣药
品的违法犯罪行为，及时移送职务犯罪案
件线索，依法惩治职务犯罪。对涉嫌犯罪
的，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提高仿制药质量疗效

成都市将鼓励市内科研机构和
科研人员引入市外品种开展仿制药
一致性评价工作，成为药品上市许可
持有人。

支持药品生产企业加强专利信息
分析，加强新药研发和专利到期药品仿
制；加快按通用名制定医保药品支付标
准，尽快形成有利于通过一致性评价仿制
药使用的激励机制。

保障患者用药需求

成都市继续加强短缺药品、低价药
品、儿童药品供应监测，形成生产、销售、
使用全链全域分析预警和信息对称机
制，采取定点生产、应急储备、多方调剂
等措施，保障短缺药品、低价药品的有效
供给。继续推进专利药品、首仿药等降
价行动计划，采取注册承诺、药品谈判、
集中采购、医保支付等多种措施，在保障
有效供给的前提条件下，将专利药、首仿
药等药品价格调控在合理范围内。优先
支持质量可靠、疗效确切的中药制剂纳
入医保支付范围。

医药代表不得承担药品销售任务

成都市加大药品流通领域违法违规
案件查处力度。加强监督检查信息发
布，完善行政监管通报制度。同时，将加
强对医药代表监督管理，医药代表只能

从事学术推广、技术咨询等服务，不得承
担药品销售任务。对核实的医药代表失
信行为记入个人信用记录。

强化药品价格监测监管

成都市将确保药品出厂价格信息可
追溯，做好与药品集中采购平台、医保支
付审核平台的互联互通，加强与税务机
构有关数据共享。

健全药品价格监测体系，建立药品
出厂价格信息可追溯机制，促进药品市
场价格信息透明，杜绝“劣币驱除良币”
现象。

采用“网订店取”等新型配送模式

成都市支持药品流通企业创新互联
网药品经营服务，采用“网订店取”“网订
店送”等新型药品配送模式，拓宽药品流
通渠道，提升药品流通效率，减少交易成
本，改善消费体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蔡世奇

四川品牌大会投票火热进行中。

“信访举报箱就挂在家门口，我们老
百姓反映问题不用跑路，太方便了。”广
安市岳池县长田乡5组群众老曾对村委
会办公室门前的纪检监察信访举报箱发
挥的作用赞不绝口。

为进一步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岳池
县纪委监委在全县43个乡镇所有行政
村（社区）设立了纪检监察信访举报箱，
公布举报电话、微信举报平台二维码，广
泛收集问题线索，努力打通民情反映的

“最后一公里”。
每个信访举报箱都明确专人负责管

理，每天定期开箱收集信访件，对收集到
的问题线索实行台账管理，分类处置，做
到“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

“现在信访举报不仅可以打上面的
举报电话，还可以扫二维码、网络举报，
避免了现场举报或电话举报的顾虑，设
计得很‘走心’。”反映问题的群众老杨体
会到了其中的便捷之处。

该县纪委信访室负责人表示，信访举
报箱的设立，能及时发现基层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工作中的苗头性、倾向性问题，
有效避免重复访、越级访，时时提醒党员干
部牢固树立廉洁从政、为民服务的思想意
识，自觉主动接受群众监督。

同时，为了让群众在“足不出村”的情
况下反映问题，岳池县整合基层“微腐败”
问题监督力量，在每个乡镇成立1个廉勤
巡访监督工作组，乡镇下辖10个及以下

村（社区）的聘用3名廉勤巡访监督员；乡
镇下辖11-25个村（社区）的聘用3-4名
廉勤巡访监督员；乡镇下辖25个以上村
（社区）的聘用4-5名廉勤巡访监督员，对
村（社区）党员干部进行反腐倡廉教育，推
进基层廉洁文化建设，提高群众对党风廉
政建设的满意度；深入村（社区）、组、院、
户，直接收集掌握社情民意；对村（社区）
党员干部履行职责、勤政，效能、作风，“三
重一大”事项，工程性项目的谈判、议标、
大宗商品的采购等情况进行监督。

如何有效把信访难题化解到位？该
县纪委监委还拓宽群众反映举报的渠道，
结合“三联五有”联系服务基层活动，各乡
镇全面建设并规范群众接待室，主动开门

接访，“面对面”给群众答疑解惑，力求把
问题解决在基层，矛盾化解在基层。同
时，县纪委监委联系片区领导干部深入开
展公开接访、带案下访、重点约访等活动，

“零距离”倾听群众呼声，切实解决群众诉
求。此外，各乡镇纪委发挥农民夜校、坝
坝会、街头（村头）问政的作用，向群众宣
传信访举报和涉农惠农补贴政策等知识，
引导群众依法举报、文明信访。

统计，今年1-8月，该县共受理检举
控告类信访举报246件，接受业务外信
访举报42件，立案176件，处分109人，
组织处理166人。

罗武林 谭无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汪仁洪

岳池：打造“走心”信访举报渠道

医药
新政

成都医药新政要求医院主动提供处方

患者可自主选择在药店购药

成 都 提高仿制药疗效
支持中药制剂纳入医保支付

完善药品生产流通
使用各环节，让老百姓
买得起药，买得到药，成
都市政府日前大力推出
多项措施。

亮点亮点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赖芳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