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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体彩

成都（14时）
AQI指数 118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达州、雅安、康定、巴中、
内江
良：德阳、绵阳、遂宁、乐山、资阳、自
贡、宜宾、攀枝花、西昌、广元
轻度污染：广安、泸州、南充、眉山

28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40—170
空气质量等级 轻度至中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
染，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大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东北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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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日空气质量预报

吴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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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雨

阵雨

阵雨

晴

晴转阵雨

晴

晴

阵雨

晴转阵雨

晴转阵雨

晴转阵雨

晴

晴转阵雨

雷阵雨转阵雨

雷阵雨转阵雨

晴

晴

晴

晴

14-27℃

13-19℃

18-30℃

20-30℃

23-33℃

24-34℃

26-35℃

24-34℃

22-33℃

24-34℃

25-34℃

25-34℃

25-34℃

25-35℃

24-34℃

24-34℃

26-36℃

26-35℃

24-33℃

26-36℃

晴

阵雨

阵雨转晴

阵雨

晴

阵雨转晴

晴转阵雨

晴转阵雨

阵雨

雷阵雨转阵雨

雷阵雨转阵雨

雷阵雨转阵雨

晴转中雨

雷阵雨转中雨

雷阵雨转中雨

阵雨转中雨

晴转阵雨

晴

晴转多云

晴

13-29℃

12-23℃

18-31℃

21-32℃

23-35℃

24-34℃

25-36℃

23-34℃

22-33℃

24-34℃

24-34℃

24-35℃

24-35℃

25-35℃

24-35℃

24-35℃

26-36℃

26-36℃

24-37℃

26-37℃

今日
限行 3 8
明日限行 4 9

青白江区专项整治
不作为及“懒散拖”问题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席秦岭 罗田
怡 实习生 何湘琳）8月28日，成都青白
江区召开不作为及“懒散拖”问题专项整
治部署会议，传达全市开展不作为及“懒
散拖”问题专项整治部署会议精神，对全
区专项整治工作进行安排，确保专项整
治迅速启动、扎实推进。

会议表示，开展不作为及“懒散拖”
问题专项治理，是贯彻全面从严治党重
要要求的具体体现，是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
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市委“全面落实年”
工作部署和省委、市委、区委全会精神的
具体举措。青白江区从8月下旬起，用3
个月时间集中治理，对问题查处一批、曝
光一批、通报一批、警示一批，努力推动
解决各级领导班子和党员干部存在的不
作为及“懒散拖”问题，引导全区广大党
员干部增强从严管党治党的责任意识和
担当精神，弘扬崇廉尚实清风正气，推动
形成真抓实干的良好氛围。

会议指出，一是要深刻认识专项整
治的紧迫性、必要性和重要性，将专项整
治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全力以赴推进专项整治工作任务的落地
落实。二是扎实有力推动专项整治任务
落实，抓好五项重点工作。三是做到压
紧压实责任、推动任务落实、加强督促检
查，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取得实效。

区纪委监委相关领导，区委组织部
相关领导，各乡镇（街道）纪（工）委书记，
区纪委派驻纪检组筹备组组长，区纪委
职能部门负责人、区委组织部相关科
（室）负责人、区委巡察办相关科（室）负
责人参加。

绿地南充不忘初心助推南充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8100
期开奖结果：7865840，一等奖0注；
二等奖13注，每注奖金19723元；三
等 奖 158 注 ，每 注 奖 金 1800 元 。
（2664.2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 18233
期开奖结果：111 直选：11898（589）
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每
注奖金346元；组选6：0注，每注奖金
173元。（1188.4万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 18233
开奖结果：11119 一等奖：157注，每
注奖金10万元。（2.36亿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8月27日，一段9秒钟的视频在
微信朋友圈中热传。视频中，一个女
童被玻璃门夹住手腕，连声尖叫。27
日晚11点过，成都万象城苹果专卖店
的一位保安告诉记者，此事发生在26
日，目前还不知道具体情况。

女童被玻璃门夹住右手手腕，痛
苦得连声尖叫，旁边的男子面露焦急
情绪，却一时无从帮忙。朋友圈传播
的这段视频让无数家长心疼不已。

27日晚11点过，记者来到位于成
都东二环的万象城苹果专卖店。此时
苹果店已停止营业，只有保安在值守。
一位保安告诉记者，26日确有一位小女
孩被夹住了手，但具体情况不得而知。

28日上午9点过，记者联系到一位
目击者张先生，他告诉记者，此事发生
在26日（周日），他当时正在万象城闲
逛，听到喧闹声后去看了一下，“当时那
个女孩已经被夹住手了，周围的群众连
忙上去帮忙，苹果店的工作人员也马上
拉起了隔离带，帮小女孩解困。”

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该苹果
专卖店事发处的玻璃门位置已用隔
离带围了起来，顾客只能从万象城
商场里面进入苹果店。华润大厦商
管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
小女孩在医院接受治疗，具体伤势
不方便透露，事故原因正在等警方
调查结果。

成都万象城
玻璃门夹住手腕
女童痛苦尖叫

一到假期，网络上关于儿童四肢、
头部等身体部位被玻璃门夹伤的事故
报道层出不穷。

日常生活中，考虑到美观、采光、
陈列效果等因素，玻璃门经常被广泛
用于商场、饭店等公共场所。然而，玻
璃门之间小小的缝隙，经常成为儿童
受伤的罪魁祸首。

记者走访了成都春熙路多家商场
发现，大多数店铺门为玻璃门，主要以
自动门、推拉门、旋转门为主。一到夏
天，室内开足了冷气，人员进进出出，
家长带孩子进入时，稍不留神孩子就
可能被一开一合的玻璃门夹住。

以推拉门为例，推拉门关闭时，两块
玻璃间会有接近一厘米左右的缝隙，儿

童手指很容易塞进去，一旦有人反向推
门，则会出现手指被夹伤的危险。当玻
璃门被垂直打开时，两玻璃间的缝隙也
会随之扩大，成年人都可将拳头全部塞
进去，若手没有及时收回来，对向出入的
人稍不留神，猛一推门则可能酿成事故。

消防部门提醒说，孩子被门缝夹住，
家长尽量不要尝试再次开关门，因为门
的缝隙会随着开关门的幅度再次减小，
易造成二次伤害。如果手指不是夹得很
紧，可以找合适的润滑剂润滑后把手指
慢慢抽出来；也可以找相应工具，试着从
缝隙上下两端施力撬开一道缝隙，将手
拿出；或者直接向消防部门求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柳锋
见习记者 钟晓璐

商场玻璃门有隐患家长须看管好小孩

记者调查发现，如果开关门不注意，玻璃门极易造成安全事故。

记者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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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互联网当多个群群主
“网络这个东西，找到门道就很简

单，找不到就会一直兜圈。”一头白发的
老俞回忆说，他大约在1999年接触到互
联网，当初对照着教程学习装Windows
系统的时候，因为忘记了“分区”这一步，
让他在电脑前整了一个通宵。老俞说，
这些年学装系统，学办公软文、工业绘图
软件，都是他一个人慢慢摸索，后来女儿
上大学选择了计算机信息专业，让他感
觉更不能掉队了。

对互联网的关注和学习，让老俞成
为一个很潮的老头，但是刚开始接触到
互联网的时候，没有认识的人上网，也一
度感觉非常孤独。直到有一天，老俞在
当时一个类似“同学录”的社交软件里发
现了一个大学同学，这才让他和同学、朋
友建立了联系，让他感到了互联网的神
奇之处。“和同学们恢复联系后，我更愿
意把互联网推荐给身边的同事、朋友
了。”老俞说，现在的他已经是多个同学
群、朋友群的“群主”了。

用上支付宝交电费燃气费
老俞的潮，不仅是对互联网的一直

关注和使用，而且在意一直愿意去尝试
新的东西。大约在两年前，老俞出门买
东西的时候，发现很多商店都会贴一个
叫“支付宝”的东西，很多年轻人用支付
宝扫一下二维码，就可以拿着东西走。

回家后的老俞立刻下载了支付宝
APP。“现在我出门都不带现金了，就刷
支付宝。”老俞说，他对支付宝研究很彻
底，不仅使用支付宝充话费，家里的电
费、燃气费他也用支付宝一下子就缴了。

“你可能觉得我是一个奇怪的老头，
但我就是什么都想尝试一下，弄明白。”老
俞乐呵呵地说道，每次接到电信诈骗的电
话，他都会仔细听然后按对方说的做，但
到关键步骤就停下来，“我就是看对方到
底是怎么行骗的，经常被骗子骂。”

而当初微信流行起来，老俞想知道

是怎么打视频电话的，就找老伴儿配合
他。“但是她不感兴趣，我就找了两个手
机注册两个微信号，自己给自己打，后来
终于弄明白了。”

用云修族谱把族谱搬到云上
老俞不仅喜欢动手去尝试，还喜欢

关注前沿的科技新闻，比如Facebook
和Twitter的战略，比如阿里、腾讯、华
为这些公司的动态，甚至连雷军和董小
姐的“赌约”，老俞也有自己的看法。

2016年5月，老俞正在家玩手机，无
意中看到了成都即将召开的“云栖大会”
的报道，他感觉这是一个“非常高科技，
有很多年轻人去的大会”，虽然并不知道
什么是云计算，但他还是兴致勃勃的挎
上了小包，带着相机，想去“看个新奇”。

通过这一次参会，老俞对云计算的
分布式协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下来
他便产生了把“族谱”搬到云上的念头。

出门刷码付钱
用云修族谱

岁成都“极客客””

上世纪90年代，俞性佑成了成都最早一代接触编程的人，退休后，老俞便开
启了他充满科技感的“互联网发烧友”生活。

如今，83岁的老俞每天玩智能手机，出门付钱刷支付宝，借助云修族谱、建
养老地图，彻底成为一个从生活方式到小愿望都非常极客的“潮人”。

目前老俞“修族谱”的网站已经发布，所
有俞氏子孙都可以去完善族谱，现在已
经整理出来九代的家族树了。

做养老地图获阿里云支持
今年老俞又去了云栖大会，带去的

新想法是要利用云做“养老地图”。老
俞说，“孩子们工作忙，我就不给他们添
麻烦了。可是网上也没有太详细的信
息，还得靠自己一家家去比较。”

“如果能有一个平台，上面聚合所
有养老院的地址和基本信息，还有评
价，我和老伴儿也就不用拖着老胳膊老
腿到处跑啦。”老俞笑呵呵地说。

老俞建养老地图的想法，获得了阿
里云和一批成都志愿者的支持，很快便
立项，启动科技养老地图的开发。8月
16日，由老俞和阿里云MVP共同开发
的“科技养老地图”信息平台已完成原
型设计。

“这个地图将给老人们提供有用的
信息，如果能和老朋友们住在同一个养
老院，孩子们既放心，我们自己也会觉
得快乐。”老俞说，现在年龄大了反应
慢，很多东西跟不上潮流，但他还是会
去慢慢了解、学习，然后把这些互联网
知识教给身边的朋友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婷

83岁的老俞喜欢玩手机。

老俞“修族谱”的网站已经发布。

潮人老俞。

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作出的决策
部署，吹响四川高质量发展号角。位于
川东北经济区的南充，正全力推进，加
快建设“成渝第二城”，奋力争创全省经
济副中心。

作为世界 500 强企业，绿地控股集
团始终践行董事长、总裁张玉良提出
的“企业战略必须服务于国家战略”，
围绕房地产主业，全面布局“大基建、
大金融、大消费、大科技、大健康”五
大产业板块。2013 年来，绿地控股集
团西南区域管理总部南充公司，积极
参与、深度融合，助推南充经济高质
量发展。

深度融合
为南充经济发展增添活力

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一干多支、
五区协同”构想提出后，将南充定位为
成渝经济区北部中心城市，支持南充争
创全省经济副中心。成南达万高铁、嘉
陵江流域国家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国
家级重大开放平台、利泽航电枢纽……
这些标志性突破，赋予南充全新定位和
新的使命。

作为世界500强企业的绿地，2013
年进入南充以来，积极参与到南充城市
发展中。绿地控股集团西南区域管理
总部南充公司总经理董坚峰坦言，“我
们是这座城市迸发向上的建设者，是这

座城市欣欣向荣的见证者。”
他表示，绿地来到南充这片热土已

然5年，以助推南充城市发展为己任，北
有绿地城，南拓凤垭城。通过高起点、高
标准的产业规划，进行市场创新，主动结
合，融入到南充城市建设中去，全面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充分打通并嫁接各
产业板块优势，“一业特强、多元并举”的
格局，为南充经济发展增添新活力。

不忘初心
匠心打造“美好生活”

“不忘初心”，回望5年，绿地与南充
城市共成长、共发展、共腾飞，以助推南
充城市发展为“初心”，践行“绿地，让生
活更美好”的企业宗旨，坚持“做政府所

想，为市场所需”的发展理念，深耕南充。
绿地西南南充公司，作为川东北区

域中心城市公司，助推南充建设成渝第
二城、争创四川省经济副中心的同时，
更不忘践行社会责任担当。今年6月，
绿地控股集团西南区域管理总部南充
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中解读：以优良产
品，助推区域发展；以企业成长，带动产
业发展；以人文关怀，传递绿地情怀。

“面向未来，我们将以新格局、新视
野、新动力，助推南充建设‘成渝第二城’
的城市发展目标，”董坚峰在采访中表
示，绿地西南南充公司全体将不负使命，
秉承初心，为800万南充市民带来更精
彩的作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谢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