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体育彩票11月7日开奖结果
超级大乐透第 18131 期全国销售

216536327元。开奖号码：12、14、21、32、33、
02、11，一等奖基本 1 注，单注奖金 1000 万
元，追加0注。二等奖基本49注，单注奖金
225327 元，追加 15 注，单注奖金 135196
元。三等奖基本519注，单注奖金7814元，
追 加 219 注 ，单 注 奖 金 4688 元 。
6635339455.7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8304期全国销售14345694
元。开奖号码：020。直选全国中奖4377（四川
143）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
3006（四 川 166）注 ，单 注 奖 金 346 元 。
12841824.2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8304期全国销售10144660
元。开奖号码：02041。一等奖15注，单注奖金
10万元。253344127.6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月7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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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成都（15时）
AQI指数 28 空气质量 优
优：西昌、康定、马尔康、广元、绵阳、泸州、
眉山、宜宾、乐山、内江、资阳、德阳、遂宁、南
充、雅安、广安、攀枝花、巴中、达州、自贡

7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0—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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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地南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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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8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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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康 晴 -5-12℃ 晴 -3-14℃
康定 晴 -2-12℃ 晴 0-12℃
西昌 晴 7-22℃ 晴 8-24℃
攀枝花 晴 10-24℃ 晴 11-26℃
广元 多云转晴 6-14℃ 多云 8-16℃
绵阳 晴 7-14℃ 晴转多云 9-15℃
遂宁 晴 10-16℃ 晴 11-15℃
德阳 晴 8-16℃ 晴 10-15℃
雅安 晴转阴 8-17℃ 多云 9-14℃
乐山 晴转小雨 10-17℃ 阴转多云 11-16℃
眉山 晴转多云 9-16℃ 多云 10-15℃
资阳 晴 10-16℃ 多云转晴 10-16℃
内江 晴 10-16℃ 晴 11-15℃
自贡 晴转多云 10-16℃ 晴 11-16℃
宜宾 晴转多云 10-16℃ 多云转小雨 11-15℃
泸州 晴 10-17℃ 多云转小雨 11-15℃
南充 晴 9-14℃ 晴 11-14℃
广安 晴 10-17℃ 多云转小雨 13-16℃
巴中 多云转晴 7-14℃ 多云 11-15℃
达州 晴 7-15℃ 晴转小雨 12-16℃

大数据提升药品监管效能
郫都区剑指“看病贵”问题

快来“锦绣四川·好戏连台”
享受一场艺术的盛宴

在逐渐寒冷的冬日，来一场艺术的盛宴，
绝对能收获视觉和听觉的满足感。

11月9日至10日，南京杂技团将在广安
大剧院上演还原“渡江侦察”战斗故事的大型
原创杂技舞台剧《黎明前夜》；

11月11日下午，重庆川剧院将在锦江剧
场演出《铁龙山》《夜奔》等优秀传统折子戏；

11月12日晚，四川音乐学院大音乐厅将
举行但昭义教授获奖学生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中国经典钢琴作品音乐会；

11月13日下午，成都市川剧研究院将在
锦江剧场演出现代川剧《爱情天梯》；

11月13日晚，自贡市川剧艺术中心将在
四川省歌舞大剧院演出大型抗战题材川剧《还
我河山》；

11月16日晚，《“昨日重现”经典电影浪漫
金曲音乐会》将在成都特仑苏音乐厅举行。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席秦岭 罗田
怡）“党性修养是党员干部一辈子健康
平安的护身符和警醒剂，如果放松了
党性修养的学习，就会缺失精神之

‘钙’，就会丧失共产党员的崇高追求，
最终祸及自身。”日前，福洪镇杏花村
党支部书记兰向华看完《无微不治
——成都市青白江区“微腐败”典型案
例警示教育读本》后发出感慨。

从今年初开始，青白江区纪委监
委精选近两年来该区发生在群众身边
的17个“微腐败”违纪违法典型案例，
编印警示教育读本《无微不治》，向副
处级以上领导干部和800余名村（社
区）干部发放，让全区党员干部接受一
次严肃的警示教育、一场深刻的心灵

洗礼。
当地还持续加大案件通报曝光力

度，注重发挥反面典型案件的震慑作
用，用身边事教育身边人，引导党员干
部以案为鉴、自省自纠。截至目前，已
通报曝光典型案例27件31人。

同时，该区还集中开展丰富多样
的警示教育活动，截至10月底，共开
展村（社区）党组织书记互动式警示教
育课程3期，新提拔及重用领导干部
互动警示教育课程2期，组织党员干
部旁听法院庭审4场。

“开展警示教育活动，是为了让全
区党员干部以案为鉴，有警醒、有反
思，能够举一反三、警钟长鸣。”青白江
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说。

当人们一提起四川省峨边彝族自
治县，就会自然想到“中国百慕大”——
神秘的黑竹沟，那里地势雄险、景观绝
妙、生态原始、环境优美，那里民族风情
浓郁、彝族文化神奇，一座座整齐的村
庄散落在美丽山间、一条条宽阔的道路
带缠绕在崇山峻岭、一片片葱郁的产业
园星罗棋布……

这一切的变化，凝聚着一名扶贫干
部的无私奉献和无悔追求，他就是峨边
彝族自治县扶贫和移民工作局党组书
记、局长叶道理。

理清思路精准扶贫靶向

峨边彝族自治县是全省88个扶贫
开发重点县之一，也是45个深度贫困
县之一，彝区、山区、贫困地区“三区”叠
加，脱贫攻坚任务异常艰巨。

2016年6月，叶道理担任峨边扶贫

和移民工作局党组书记、局长，开始在全
县推行精准识别“群众推荐法”。他采取
由乡镇包村干部、第一书记、村纪检组长
组成工作组，到每个村民小组随机抽取
10户以上农户推荐贫困群众，与现有贫
困人口进行比对，凡多数群众推荐的对
象，立即开展入户核查，符合条件的启动
识别程序，扣准第一颗纽扣，确保了精准
帮扶“不落下一户一人”。

建好“房子”解决首位需求

脱贫攻坚，关键在落实，关键在解

决群众的生产生活问题。2016 年以
来，依托彝家新寨建设、易地扶贫搬迁
的项目，建成贫困户住房2889户；为解
决集中建房进度慢的问题，叶道理大胆
推行了“建房先行、基础填补”的办法，
实现建房与建路同步，节省建设时间一
半以上，902名贫困人口易地扶贫搬迁
提前半年完成主体工程。

铺好“路子”突破瓶颈制约。
2018年初，为做到未雨绸缪，他提前开
展脱贫攻坚项目库建设，超前完成设
计、预算、财评等前期工作，涉及7.1亿

元投资的688个项目全面启动，134.36
公里通组路完工率超过80%；19个文
化室、14个卫生室、16个“一村一幼”和
7个多功能活动场所完工率达到70%。

找好“票子”补齐最大短板

与此同时，叶道理摸索出了扶贫产
业发展“科学规划、信息发布、专家评
估、集体决策、风险抵押”五大机制，发
挥贫困村产业扶贫资金撬动社会资本
投入近1.4亿元，建成高山蔬菜、特色养
殖、中药材等种养基地33个，与贫困村
贫困户建立利益链接机制，带动长效增
收；创新实施脱贫奋进奖励计划，对已
脱贫和未脱贫人口实施分类帮扶，鼓励
发展“小种植、小养殖、小刺绣、小务工、
小买卖”五小工程，实现当期增收；落实
产业扶持基金5521万元、小额信贷分
险基金2356万元，把扶贫资金精准投
放贫困村贫困户发展致富产业。

截至目前，峨边彝族自治县脱贫攻
坚圆满完成 45 个省定贫困村退出、
19335名贫困人口减贫目标，贫困发生
率降至7.2%。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昕锋丁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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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20
日，资阳市雁
江区某小区，

2 岁男童鑫鑫（化名）
去世的消息，因为一
则“讣告”散布开来。
一男子以孩子父亲的
名义在“讣告”中称，
鑫鑫被亲生母亲李丽
（化名）杀害，之后李
丽欺骗他说“孩子在
上个月走丢了”。事
发后，李丽割腕自杀
未遂，最终向警方交
代了犯罪经过。（本报
曾报道。）

11 月 7 日，雁江
区人民法院对此案宣
判，李丽因故意伤害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7
年。父亲称鑫鑫系李
丽“代孕”所生，鑫鑫
回到亲生妈妈李丽身
边才两个月，常遭妈
妈打骂。2017 年 12
月 2 日，因为衣服上
沾满饼干屑，心情不
好的妈妈再次打骂
他，并举起他抛摔，他
头部先着地。次日妈
妈起床习惯性亲他额
头，发现他的身体已
经冰冷。

@井下工作者：
您真的会使用自救器吗？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席秦岭 罗田怡）日

前，宜宾市兴文县环远煤业有限责任公司发生
一起煤与瓦斯突出事故，造成2名矿工死亡。
经事故调查发现，2名矿工在逃离过程中未能
及时正确佩戴自救器，中毒窒息死亡。在此，
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井下工作者们，要深刻
吸取事故教训，熟练掌握自救器使用方法。

什么是自救器？
自救器是一种体积小、重量轻、携带方便

的个人呼吸保护装置。在井下发生火灾、瓦
斯煤尘爆炸、煤与瓦斯突出等事故时，井下人
员快速准确地佩戴自救器，能有效防止有害
气体中毒或缺氧窒息。

如何使用自救器？
佩戴自救器时，首先左手握住外壳下底，

右手掀起红色开启搬手，扯开封口带，去掉外
壳上盖，将药缸从外壳中取出。然后从口具
上拉开鼻夹，把口具片塞进嘴内，咬住牙垫，
但嘴唇必须紧贴口具，用鼻夹夹住鼻子。最
后取下矿帽，把头带套在头顶上，再戴上矿帽
用嘴呼吸。

佩戴自救器还需注意什么？
在使用自救器前，应预先进行实践培训，确

保在30秒内完成佩戴动作。入井前需要检查自
救器是否完好、压力值是否达标。使用时，呼吸
要慢而深，以便二氧化碳被充分吸收。使用中
吸气时，自救器温度会略有上升，不必惊慌，这
表明自救器工作正常。在未到达安全地点前，
严禁取下鼻夹和口具，以防吸入有害气体。注
意要定期做好自救器的维护保养工作。

2018年10与16日，经过不公开审理
后，11月7日，雁江区人民法院认为，李丽
明知后果，仍放任自己的行为，致使鑫鑫死
亡，构成故意伤害罪。因系自首和初犯，对
其减轻处罚，最终判处有期徒刑7年。

当日出庭的李丽头发有一些乱，她的
妈妈一直在旁边哭泣。李丽当庭表示，服
从判决，不再提起上诉，然后低着头退庭。

罗甲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法院判决
李丽赔付直接经济损失2.4万余元，驳回其
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罗甲的表弟表示，他和罗甲不
服一审判决，将提起上诉。“经济损失我们
可以不追究，但判决太轻了。我们认为她
不属于自首，而且焚尸情节太严重，判决中
没有体现。”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想玲）“血栓
通”针剂本季度使用量连续排名第一，门
诊医生使用降压药品苯磺酸左旋氨氯地
平片（施慧达）出现严重不合理现象……
在成都市郫都区卫计局监察室的一台电
脑上，类似这样的药品购销动态监管信
息、廉政风险预警信息，每月都会自动呈
现。这正是近年来郫都区卫计局纪委大
力推动“互联网+”新技术、新模式、新理
念与监管工作深度融合，打破“信息孤
岛”，实现互联互通的有力举措。

如何破解基层公立医院的药品监
管困境，为此郫都区区级公立医院均进
行了信息化管理，卫计系统的信息化平
台可以通过抓取医院信息管理系统数
据进行“大数据”分析，实现药品动态有

效监管。与此同时，郫都区卫计局还通
过信息化平台，实现每月对区级公立医
院使用量排名前十位的药品品种和使
用量排名前十位的抗菌药物品种进行
排序和公示；对医务人员在药品购销过
程中存在违纪、违法行为的，按照相关
规定处理或移送司法机关。

“各医疗机构每年还对供应商开展
廉政集体谈话，并相互签订《廉洁购销
承诺书》，有效避免药品供应商利用非
法手段进行促销，情节严重的将终止药
品购销合同。”郫都区卫计局纪委书记
胡运健表示，这一系列举措不仅打破了
区级监管部门与行业单位之间的“信息
孤岛”，同时也准确锁定廉政风险点，进
行动态监控、提前预警、及时处置。

青白江用活典型案例
让警示教育无处不在

扶贫局长叶道理：
创新扶贫举措让脱贫攻坚落在实处

叶道理（中）在贫困户改建房屋处指挥工程建设。

热 点 新 闻 一 追 到 底

“亲妈摔死两岁男童”追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田雪皎王祥龙摄影报道

去
““代孕代孕””生子生子
接回孩子两个月妈妈常打骂孩子

2014年，经人介绍，30岁的李丽与成
都50岁男子罗甲（化名）相识。罗甲结婚
多年没有小孩，背着妻子，提出让李丽帮忙

“代孕”，得到了李丽的同意。
李丽怀孕后，罗甲支付了20万元费

用。2015年9月18日，鑫鑫出生，罗甲不
敢带回家抚养，后来交由成都邛崃一名老
人帮忙抚养。孩子的户口也上在了邛崃，
跟着罗甲在邛崃的表弟姓。

2017年夏天，李丽主动联系罗甲，协
商把鑫鑫交给她抚养，罗甲支付抚养费即
可。同年10月7日，鑫鑫被从邛崃接到资
阳，回到妈妈李丽身边。在资阳，鑫鑫有一

个6岁的哥哥，是李丽和前夫所生。
因为翻包、向人吐口水、不叫李丽妈

妈，李丽认为鑫鑫存在许多不良习惯，时常
打骂教训他。6岁的哥哥证实，鑫鑫因为不
听话，常被妈妈用手和木棍打，脸上和手上
都被打青过，有一次脚被打出血，耳朵上也
有伤口。

2017年10月，罗甲到资阳来看鑫鑫，
鑫鑫额头上有很大一个包，下巴、手腕也是
青的，鑫鑫说是妈妈打的，李丽则说鑫鑫从
沙发上掉下来摔的。

随后，罗甲多次提及到资阳看望鑫鑫，
均遭到李丽拒绝。

遭家人指责遭家人指责
妈妈气头上抛摔孩子意外致死

因为一直不敢和家人明说鑫鑫的真实
情况，李丽只能说孩子是帮人带的，别人给
了费用。

2017年12月2日晚，李丽的父母和弟
弟都指责她抚养来历不明孩子，父亲还打
电话骂了她，骂得很厉害。李丽因此心情
烦躁，此时，她看见鑫鑫又调皮了，身上粘
满了饼干碎屑，再联想起鑫鑫平时有许多
不良习惯，便骂了鑫鑫，又用手推搡鑫鑫，
鑫鑫的头部撞在墙上后便开始哭闹。

听到鑫鑫哭闹，李敏更加生气，抓住他
的衣服将其提起向前方抛出，鑫鑫头部朝
下摔在地上。随后，李丽将鑫鑫抱到卫生
间进行洗簌，然后上床睡觉。晚上，大儿子
说鑫鑫一直咳嗽，李丽给鑫鑫喂了水继续
睡觉。

第二天早上6时许，李丽醒来时，去亲
大儿子和鑫鑫的额头，发现鑫鑫已经身体
冰凉，没有了呼吸。

2017年12月2日晚，李丽打电话给男
性朋友唐某，说自己撞死了一个小孩。随
后，唐某和李丽将孩子尸体带至偏远乡镇
河边焚烧后掩埋。

12月5日，李丽去成都见罗甲，并谎称
鑫鑫走丢了，不想报警。次日，罗甲让表弟
陪李丽到资阳莲花路派出所报警。

12月8日，李丽安排好大儿子的抚养
问题后，在家割腕自杀，被罗甲的表弟和父
母发现，并送往医院抢救。

李丽自杀就医期间，经侦查人员开导，
最终在2017年12月11日，供述了自己杀
害鑫鑫的犯罪事实。

最新最新进展进展

一审判决母亲获刑7年
孩子亲生父亲认为“判决太轻”

孩子母亲李丽（化名）一
审被判处有期徒刑7年。

两岁男童鑫鑫（化名）。

孩子父亲不服：“判决太轻”

摔死两岁儿子
“代孕妈妈”一审获刑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