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被困在了悬崖上，希望能
救救我们。”10月3日下午，彭州警方
接到一通报警电话。

16点20分，彭州市公安消防大
队接到市公安局调度称，龙门山镇
九峰山一处悬崖上有2名女生被困，
急需救援。随即，大队派出7名救援
人员，联合派出所人员，在当地村民
的指引下，经过4个多小时的救援，2
名女生被成功救至山下。

在成都上大学的湖北女生小巧
（化名）趁着国庆假期，和朋友小敏
（化名）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两人只准备了一些简单的食物和
水，到彭州攀爬九峰山。没有任何
专业的攀爬装备，不熟悉路线也无
人带领，两个姑娘爬到九峰山祖师
殿往上约1公里处时，就陷入了“进退
两难”的境地。这是一处陡坡，坡度
大约有70度，小巧和小敏随着乱石攀
爬到了距离地面近300米的位置后就
无路可走，上不去，下不来。束手无
策的小巧只好报警，等待救援。

彭州市公安消防大队接到市公
安局调度后，立即出动7名消防队员
联合派出所人员，在当地村民的指
引下前往救援。开车约30分钟后，
救援人员到达离九峰山祖师殿500
米处的地方，由于山路崎岖，其中6

名救援人员带上绳索和登山工具徒
步上山。

由于不能确定被困女生准确位
置，救援人员搜救十分困难。在路
上，有“驴友”告诉他们被困人员确
切位置。18点20分，救援人员到达
了被困女生所在位置下方。

“站在下面都看不到那两个女
生，我们爬上去大概300米，才遇到
了第一个女生，另一个女生还在上
面约20米的地方，而且当时她只抓
住陡坡上的杂草稳住身体，很危
险。”参与救援的高亮说，他们立刻

侦查周边环境，派了一名熟悉爬山
的救援人员到山顶，将绳索的一头
绑在树上，随后利用绳索滑到被困
人员所在位置，为她们系好安全绳
后，将她们护送下来。

19点10分，2名被困女生终于脱
离险境。在当地村民的指引下，所
有人从另一条坡度较缓但密林丛
生、几乎没有路的地方返回。20点
41分，救援人员和2名被困女生终于
安全下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姚箬君 记者杨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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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夜间有小雨
偏北风1- 3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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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间多云，夜间有零星小雨
偏北风1- 3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成都（14时）
AQI指数 53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内江、泸州、资阳、
自贡、西昌、巴中
良：遂宁、广元、宜宾、雅安、眉山、乐山、
攀枝花、德阳、广安、达州、南充、绵阳

5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41—71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6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0月5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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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响沙湾体验冲沙刺激

观赏“长河落日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国庆七天大假，是一
年中难得的休闲时
间，很多人都会出去

旅游一番，不过，要是遇上人从
众，就只有人看人了。

国庆假日，成都小伙小何为
了躲避人流，专门找了一个“生
僻”景点——内蒙古沙漠景点响
沙湾。本以为能轻松愉快度个
假，但人还是太多了。不过，小
何一家人还是看到了期盼已久
的画面——“大漠孤烟直，长河
落日圆”，实地感受了一把古诗
中描绘的美景。

或在抖音APP内参与#
大假随手拍#话题挑战

7 星彩第 18116 期全国销售
14931230元。开奖号码：6284699，
一等奖1注，单注奖金500万元；二等
奖13注，单注奖金27510元；三等奖
220 注 ，单 注 奖 金 1800 元 。
38772958.3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8271 期 全 国 销 售
13302366元。开奖号码：775。直选全
国中奖7786（四川466）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7858（四川752）
注，单注奖金346元。12477448.79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8271 期 全 国 销 售
10444062元。开奖号码：77571。一等
奖 15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27160462.6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8127期全国销售
25533970 元 。 开 奖 号 码 ：
33000330113333，一 等 奖 全 国 中 奖
171（四川8）注，二等奖全国中奖4496
（四川188）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8127期全国销
售 20777356 元 。 开 奖 号 码 ：
33000330113333，全国中奖37598（四
川1826）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8132期
全 国 销 售 74852 元 。 开 奖 号 码 ：
130000033313，全国中奖0（四川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8137期全国销售
586872元。开奖号码：03313110，全国
中奖6（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12
月4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紧接01版）中国的发展主要靠全体
中国人民自身的辛勤努力，同时也得益于
我们同世界各国的互利合作，但绝非来自
别人的施舍和恩赐。任何人都阻挡不了
中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
定不移地走下去，取得更大成就。任何人
想歪曲事实都只能是白费心机。

她表示，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
路，致力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与
各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推进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中国在世界各地的经济和外交活动
受到各国普遍欢迎，我们的朋友遍天下。
中国绝不以牺牲别国利益为代价发展自
己，同时坚定捍卫自己的主权、安全、发展
利益。美方把中美之间的正常交流合作
说成是中方干涉美国内政和选举是极其
荒谬的。中国历来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
我们也根本没有兴趣去干涉美国的内政
和选举。到底是谁动辄侵犯别国主权、干
涉别国内政、损害别国利益，国际社会早
已看得很清楚。任何对中国的恶意诋毁
都是徒劳的。

华春莹说，中国的对美政策是一贯、
明确的。我们致力于同美方一道努力，实
现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
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停止对中方的无
端指责和诋毁，停止损害中方利益和中美
关系，以实际行动维护中美关系健康稳定
发展。

长河落日
到茫茫沙漠体验冲沙
趁着难得的国庆假期，不少游客

为了一睹诗中的壮丽景色，不远万里
奔赴内蒙古著名沙漠景点响沙湾。

10月4日，四川游客周女士一
行，在响沙湾坐上老式吉普车，开启
了冲沙之旅。

伴随发动机的轰鸣声，越野车在
高低起伏的沙丘连续行驶，时而急
转，时而上坡，尤其是下坡造成的失
重感让周女士等人连连尖叫。

据悉，景区针对独特的沙漠资源，
特意开发了惊险刺激的冲沙旅游项
目，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前来体验。

此次国庆小长假，响沙湾景区迎
来了客流高峰。“人太多了，一个岛玩
下来至少要半天。”周女士告诉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响沙湾景区
人流如织，每个项目都要排队。

更难找的还是住宿。周女士说，
位于景区内部的特色酒店，售价
7000元的两人套房已客满，旁边的
酒店及农家乐住宿价格均有上涨，

“我们住的农家乐一晚价格288元。”

穿越折多山
用手机记录下大雪

国庆长假前半段，折多山意外走
红，不过，却是因为大雪封山、数千车
辆被困山上。

10月5日，四川游客小田也自驾
前往川西，幸好躲过了大雪，在穿过
折多山时，用手机记录下了白雪皑
皑、高原雪山的壮美场景，并将视频
上传到了抖音。

国庆期间高速路上拥堵多，但
你见过因吹牛导致的拥堵吗？10月
5日，一位在高速路上停车吹牛忘记
道路已经通行，并导致交通拥堵的
司机，受到四川省公安厅交通警察
总队高速公路六支队五大队民警的
处罚。

当日，五大队民警结合辖区内
泸黄高速改扩建多处实行单幅双向
通行实际情况，在收费站、施工路
段、施工变道口等处部署警路联勤
力量，及时疏通拥堵，确保国庆期间
交通通畅。

上午，五大队辖区内出现了一
些临时性的拥堵。警路联勤人员高
朋 、徐 元 绩 、唐 烨 东 负 责

K2261-K2267施工路段的交通巡查
和指挥疏导工作。11点左右，三人
巡查到京昆高速K2263+900西木至
西昌方向路段时，发现道路拥堵车
辆排行很长。明明道路通行情况良
好，为什么会出现这么长的排行
呢？他们走近后发现，排头的一辆
川D小型轿车驾乘人员，正下车与后
方车辆的驾乘人员吹牛，相谈甚欢，
竟然不知前方道路已经畅通了，导
致此路段拥堵。

川D小型轿车在高速公路行车
道上停车属于交通违法行为，但为
了疏堵保畅，警路联勤人员在对司
机进行了教育、取证后立马指挥疏
导交通。民警对该车驾驶员的违法

行为采用非现场执法的方式，录入
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进行处
罚，扣其6分并对其罚款200元。

民警介绍，根据国庆大假前半
段保通保畅工作经验总结来看，易
造成交通拥堵、堵塞的原因除去交
通事故外，其他拥堵多是在排行过
程中，一些驾驶员长途驾驶车辆后
因疲劳在车内打瞌睡，或是耍手机
上网入迷，或是熄火未关电源导致
车辆全车无电启动不了而导致的。
此次停车吹牛不注意观察前方道路
通行情况、造成后方车辆排行拥堵
的情况也很少遇见。

李万国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肖洋徐湘东

市民提供线索
运渣车遗撒
被罚1万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牛建
平）10月5日，记者从成都市城
管委获悉，3日，有成都市民发
现，车牌号为川AX9160的运
渣车在途经天府大道南段时，
有沿途遗撒现象。接到市民
提供的线索后，成都市城管委
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立即安排
天府新区城管和市场监督局
进行调查，天府城管执法一大
队大队长率值班队伍和属地
街道执法人员，迅速到达现场
进行调查处理。

经成都市工地扬尘监控
及建筑垃圾运输处置信息和
监管平台查询，运渣车川
AX9160属富程物流有限公司
所有，该局立即通知富程公司
及驾驶员接受调查。经询问
和现场踏勘确认，该运渣车从
天府五街港汇天地工地驶出，
途经天府大道至中和货运大
道某沙厂，由于蓬布密闭不
严，造成渣土沿途遗撒。根据
《成都市建筑垃圾处置管理条
例》相关规定，执法人员立即
责令该公司对遗撒路面进行
彻底清理，并对其依法处以一
万元罚款。

同时，为营造干净整洁的
节日环境，天府新区扬尘办按
照节假日期间扬尘治理专项
整治方案，组织城管、交警、交
通和街道开展扬尘治理联合
执法行动，重点加强工地扬尘
污染源管控，强化道路上建筑
垃圾运输车辆抛冒滴漏，设卡
检查非名录内车辆运输，督促
环卫公司加强清扫保洁力度。

10月4日、5日，执法人员
对天府大道、梓州大道、东山
大道进行了设卡和巡逻检查，
共检查工地、商混站21个，责
令整改4个，拟立案查处2个，
查处运渣车5辆，

从9月30日起，封面新闻联合抖
音短视频发起的“大假随手拍”国庆黄
金周微视频大赛就正式开赛了。

不管你是吃到了游览当地的特
色美食，还是领略到了祖国山川的
大好美景，亦或是出行途中偶遇的

暖心一瞬，都可以随手拍下，与亿万
网友共享。

要注意哦，要把视频控制在 60
秒以内，并且文件大小不要超过
200M，只要视频被采用，就有最低
100元的稿酬。

在大假结束之后，活动主办方
还将根据作品质量、传播数据、社会
意义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评选出
一二三等奖，获奖者也将分别拿到
3000 元、2000 元、1000 元的现金奖
励！

60秒微视频晒假期 最高可得3000元现金大奖

两女生被困悬崖 4小时后安全下山

高速路上停车吹牛造成拥堵

司机被扣6分罚款200元

两女生获救后，救援人员摸黑带着她们下山。

游客在响沙湾玩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