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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北纬26度横跨至34度，四川，
坐落在这个星球上最为神秘而美丽
的坐标点上。在48.6万平方公里的
土地上，山川河流之间，人文景观星
罗棋布。

8月20日，四川省旅游投资集团
联合全国各大媒体启动了以“太阳出
来喜洋洋——四川美景全球秀”为主
题的活动，在全网发起了晒四川美景
美食的挑战。

一周以来，众多网友晒出家乡
美景，为四川旅游代言。与此同时，
巴山蜀水滋养出来的杰出人物马识
途，对成都有着深刻印象的中国著
名作家李敬泽也来为四川美景打
call。

马识途：
“来了不想走，走了还要来”

马识途马老，是巴山蜀水滋养出
来的杰出人物。他经常强调，自己的
文学创作是“用四川话，讲四川故
事”。

受邀为四川打 call，马老欣然答
应，脱口而出：“四川美景全球秀！我们
四川山好水好人更好。我希望世界上
有更多的人，能来四川旅行，了解四
川。你们一定会得到满意的体验。有
一句话说，凡来到四川的，来了的就不
想走。我要再加上一句：走了的，还要
再来！”

李敬泽：
“这里是令人魂牵梦绕之地”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作协副
主席、书记处书记，著名作家李敬泽就曾
来到过杜甫草堂。

“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只有在成都的
短短几年，才过上了稍微舒适的日子。”
李敬泽说，他经常重温杜甫的诗。时至
今日，读者依然能从《春夜喜雨》中，感受
到杜甫在这个城市平和的生活状态。

“四川是盆地，但我们不会忘记成都
从古至今涌现了一座又一座文学高峰。”
李敬泽说，成都的了不起在于，从唐代开
始就是一个适合艺术家、诗人生存的地
方。“不管世道如何，四川都是安顿身心
的地方。这是一个城市最宝贵的素质和
基因。”

“这是我第N次来成都了，成都是一
个令人魂牵梦绕的地方。欢迎大家跟我
一起多来感受成都、四川的美。”李敬泽
说。

8 月 23 日，“成都面对
面·监督问责第一线”全
媒体直播节目走进青
羊，节目现场曝光了三

大问题，其中之一是浣花小区里的
垃圾没有得到及时清运，大量堆积
在小区垃圾房外，在炎炎夏日发出
阵阵酸臭气味。

8月25日，在“成都面对面·监
督问责第一线”青羊专场活动结束
的第2天，记者来到了节目中曝光
垃圾问题的浣花小区。

小区垃圾已经清理完了。原
来堆垃圾的凉亭，4名老人正在悠
闲地打麻将。70岁的刘乐谦居住
在浣花小区的 18 栋 2 单元，她用

“眼睛都亮了”来形容小区现在的
环境。小区内随意堆放的垃圾已
清理干净，垃圾中转房的垃圾也已
及时清运。整改的成效得到了小
区居民的认可。

青羊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
表示，整治不仅要治标，更好追求
长效治本。发现问题后，要敢于正
视问题、立行立改，举一反三、标本
兼治，切实解决好群众反映的热点
难点问题。

据小区居民回忆，就在23日节目播
出曝光的同时，街道办已调集了3辆垃
圾清运车，先将堆放在垃圾中转房的垃
圾全部清运完毕。随后，由浣花社区组
织发动小区居民小组长、居民骨干等，征
集了40多名志愿者，深入到小区内的21

栋楼房的楼道、绿化带、凉亭及车棚等各
个公共场所，对小区内部环境进行全面
清理整治。截至当晚10点，浣花小区清
运了共计20吨的小区垃圾。

当晚11点，青羊区副区长杜朝伦带
队来到浣花小区，打着手电筒检查整改

情况，除了地面显眼的地方，他还专门
爬上车棚，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24
日上午，社区再次约谈了物业和保洁公
司，并在下午组织召开社区居民小组议
事会紧急会议，商讨建立长效管理机
制。

与此同时，社区还督促共享单车管
理公司，加大力度回收小区内乱停乱放
的共享单车，并在小区内张贴宣传告示，
提醒居民爱护公共环境。

青羊区直面问题立行立改
回应关切标本兼治

青 羊“ 阳 光 问 廉 ”后 续 跟 踪 系 列 报 道 一

据悉，23日节目直播结束后，青羊区
委专题召开常委会研究部署整改工作，明
确整改任务分工、责任领导、责任单位、整
改目标和时限，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和广
大党员领导干部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需要。同时要加强对问题整改
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持续跟进相关单位
问题整改情况，加大对相关单位整改措
施、整改进程和整改结果的跟踪督办，对

工作推动落实不力、推诿扯皮的，根据有
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我们针对本次曝光的几大问题，正
在拟定分组督导方案，对整改情况进行
全程跟踪式督导。”青羊区纪委监委相关
负责人表示，区纪委监委将强化监督执
纪力度，督导整改过程，巩固整改结果，
确保已整改的老问题不反弹回潮。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整改不在于一时，而在于长效。如
何巩固整改成效，让小区的垃圾问题得
到彻底解决？

光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纪工委书
记罗志刚认为，要治本，探索建立社区治
理工作长效管理机制才是关键。目前，
社区正在探索建立长效管理机制，要求

社区环境监督员每天进行巡查，日常巡
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处置。既要落实网
格化管理，层层压实责任，落实高标准，
做好“点”上的工作，更要长期坚持，推动
整个辖区院落治理上台阶，带动“面”上
的工作。

浣花小区的垃圾问题可能并非是个

例。光华街道共有109个院落，特别是
老旧小区院落，是否也存在同样的问
题？目前光华街道举一反三，已经开始
了全面梳理和整治。

“不少老旧院落都没有成立业委
会，更没有聘请专业的物管公司管
理。”罗志刚认为，垃圾问题的症结在
于缺乏专业的管理机构。下一步，光
华街道将积极推动浣花小区等老旧
院落成立业委会，提高物业管理水
平。

部署整改同步
20吨小区垃圾当天清运完毕

探索建立社区治理长效机制
全面推进老旧院落整治

持续跟踪监督问责
确保整改工作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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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体彩

成都（14时）
AQI指数 109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绵阳、巴中、广元、康定、西
昌、德阳、雅安、乐山
良：达州、自贡、宜宾、南充、泸州、遂
宁、攀枝花
轻度污染：眉山、广安、资阳、内江

26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0-112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大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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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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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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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晴转阵雨

阵雨

阵雨

阵雨转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13-27℃

12-20℃

19-29℃

21-32℃

21-34℃

23-33℃

25-35℃

23-33℃

22-32℃

23-34℃

23-34℃

23-35℃

24-35℃

25-34℃

24-34℃

24-34℃

25-36℃

25-35℃

23-35℃

25-35℃

阵雨转晴

阵雨

阵雨

晴转阵雨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转阵雨

晴转阵雨

晴

晴

晴

晴

13-27℃

13-20℃

19-29℃

21-33℃

23-34℃

24-33℃

26-35℃

23-34℃

22-31℃

24-34℃

24-34℃

25-34℃

25-34℃

25-34℃

25-34℃

25-34℃

26-37℃

26-36℃

24-35℃

26-34℃

今日
限行 1 6
明日限行 2 7

扫二维码

看四川美景
全球秀专题

27日空气质量预报

你还在凑合用活动假牙？

半口无牙
种植2颗即可

牙痛难忍？无牙吃饭困难？戴假牙
引发牙龈、牙周发炎而肿痛？烤瓷牙伤
邻牙？缺牙后，什么方式能解决吃饭问
题，还经济实惠呢？健康热线特邀口腔
知名医生，为市民在线解答，市民可拨
028-96111咨询！

您的假牙“过期”了吗？
有市民反映，戴上活动假牙后，异物

感很强，莫名脱落，金属丝外露，偏硬的
食物嚼不动，还易引起邻牙松动、脱落。
口腔医生表示，假牙使用期一般为2-5
年，建议进行专业的清洗养护或更换。
拨电话96111可免费假牙清洗养护。

全口无牙，只种4颗就能恢复
随着种植牙技术的成熟，半口无牙只

需种植2颗，全口无牙只需种植4颗，最
关键的好处就是和传统的全口假牙相比
明显要牢固很多，不用再担心吃饭讲话的
时候会掉下来。对患者的手术创伤也较
小，费用少，绝大部分老年人都能适用。

预约可免费口腔筛查
市民拨028-96111预约可另享：1、

前20名拨打热线的市民，可享免费数字
化三维立体口腔筛查，确定口腔内骨密
度、口腔神经及血管分布、牙槽骨情况，
根据数据库数据分析再免费制定镶牙种
牙方案。2、免费假牙专业养护。3、免费
术前洁牙。4、有虫牙烂牙的，采用进口
树脂补牙，可享援助价。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8099期
开奖结果：4865876，一等奖0注；二等
奖 12 注，每注奖金 21316 元；三等奖
157注，每注奖金1800元。（2433万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中国体育彩票排列
3 第 18231 期开奖结果：516 直选：
17086（1339）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
选 3：0 注，每注奖金 346 元；组选 6：
18444（1622）注，每注奖金 173 元。
（1185.8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中国
体育彩票排列5第18231期开奖结果：
51663 一等奖：47 注，每注奖金 10 万
元。（2.45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

18105期：131030031331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 4 场进球第

18115期：31121022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

18110期：111311103313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

果为准）

南充市民张女士，接到自称某法院
庭长的电话，告知她名下银行卡涉嫌诈
骗，要求她把卡里的钱转到“安全账
户”。民警发觉这是一起电信诈骗案，
但这时张女士却不知去向。最后，当地
公安通过“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心”
启动紧急止付功能，成功拦截该起电信
诈骗，为受害人挽回经济损失15万元。

“法官”来电
称女子“需接受调查”

“8月23日中午，我接到一个电话，
对方自称是某法院的庭长，告诉我名下
的一张银行卡涉嫌一起诈骗案件，主犯
已经被抓了，主犯交待我的一张银行卡
涉及200余万元非法资金，要求我提供
账号密码，把钱转到‘安全账户’配合审
查。对方讲当晚18时就要开庭，马上
就会来抓人，我当时非常担心、害怕
……”接到“法官”的电话后，一向老实

巴交的张女士慌了神。
为了证明自己清白，她按照“法官”

要求不挂断电话、不告诉家人朋友，还
到宾馆开了房。在宾馆房间内，张女士
将手机收到的短信内的验证码告诉对
方后，对方称“因保密需要”，要求张女
士将短信内容全部删除。

六神无主
受害者准备给对方转账

南充市公安局顺庆区分局舞凤派
出所接市局反诈骗中心电话后，立即不
停拨打张女士电话，但都不能接通。民
警调查发现，张女士23日下午2时许在
某宾馆开了一间房。民警立即驱车赶
往该宾馆，但宾馆房间房门大开，房间
里面却没有人。

“张女士的电话仍在通话中，有可
能还没有转账成功。根据经验，一般这
个时候受害人不是在宾馆就在银行转

账，到银行蹲守是最直接的办法。”舞凤
派出所副所长惠鹏安排民警紧急赶往
附近的银行寻找受害人。

果不其然，在附近一银行大厅内，
民警发现一中年妇女神情恍惚，立即上
前询问，正是受害人张女士。此时，张
女士正在银行大厅内开通网上银行，准
备给对方转账。

面对突如其来的民警，张女士已
然六神无主，为了表明自己正在“配合
工作”，竟主动向民警表示要将手机短
信内容全部删除，对自己正在遭遇电
信诈骗毫无察觉，声称自己没有给对
方转账。

银行“拦截”
民警帮她挽回15万元

面对民警的询问，张女士坚称没
有给对方转账。但民警发现张女士
神色不对，才从她手机短信里发现

张女士银行卡已转出两万元，而之
前的短信通信内容已被她删除得一
干二净。

民警立即拉着张女士在银行查看
了流水清单，修改了银行卡密码，同时
在南充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协助下及时
对涉案账号进行紧急止付，保住了卡内
十余万存款。

提个醒
看清套路 防犯电信诈骗
民警提醒，冒充“公检法”人员打电

话恐吓当事人“涉案需接受调查”，继而
要求当事人提供账户密码，转账到所谓
的“安全账户”配合审查……这是电信
诈骗惯用的套路。万一发现被骗，应第
一时间打110报警，保存好诈骗银行账
号和电话等详细情况，配合公安机关全
力开展止付工作。
杨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谢杰

接“法官”来电 女子欲转账十余万
南充公安紧急拦截这起电信诈骗，为受害者挽回损失

马识途李敬泽为四川美景打call

“四川山好水好人更好”
小提示

赶快秀出家乡美
可获5000元
现金大奖

发现身边的美食、解锁景
点新玩法、记录周围美好景
色，并用手机记录下来，在抖
音上发布带有四川元素的短
视频，并加上“#四川美景全球
秀”的话题；或者在微博上发
布#四川美景全球秀#话题，配
上与话题相符的视频、图文，
即可参与此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活动时间
为8月20日-9月15日，而视
频拍摄地点，不止限定在四
川，只要有四川元素即可。

剧透一下奖品。根据全
网传播效果，主办方将评选出
一、二、三等奖，其中，一等奖1
名，奖金5000元；二等奖2名，
奖金各2000元；三等奖3名，奖
金各1000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张杰戴竺芯

摄影黄芯瑜

马识途

李敬泽

太阳出来喜洋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