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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11月11日开奖结果
7星彩第18132期全国销售11462368

元。开奖号码：1633477，一等奖0注；二等奖9
注，单注奖金35347元；三等奖121注，单注奖
金1800元。2624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8308期全国销售14215216
元。开奖号码：412。直选全国中奖4977（四
川270）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
0注；组选6全国中奖8414（四川682）注，单注
奖金173元。891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8308期全国销售9947548
元。开奖号码：41272。一等奖49注，单注奖
金10万元。24181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 球 胜 平 负 第 18149 期 全 国 销 售
31300286元。开奖号码：11310030303010，
全国中奖一等奖0注；二等奖15（四川1）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8149期全国销售
20108088元。开奖号码：11310030303010，
全国中奖126（四川5）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8154期全国
销售59798元。开奖号码：311133311003，全
国中奖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8159期全国销售
812514元。开奖号码：00211101，全国中奖
15（四川1）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月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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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遂宁、巴中
良：泸州、眉山、宜宾、乐山、资阳、德阳、南
充、雅安、广安、达州、自贡、绵阳、广元、攀枝
花、内江

11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0—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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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北大部城市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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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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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戏不停、演出纷至
精彩尽在“锦绣四川·好戏连台”

好听的音乐、好看的川剧、精彩的演
出，艺术的盛宴尽在“锦绣四川·好戏连
台”，千万不要错过哦！

11月13日至15日晚，凉山彝族自治州
歌舞团将再登锦城艺术宫舞台演出中国民
族歌剧《彝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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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7日晚，《爱乐汇·（夜的钢琴
曲）——石进钢琴音乐会》将在成都特仑苏
音乐厅举行；

11月18日晚，遂宁市川剧团将在锦城
艺术宫演出大型廉政川剧《苍生在上》；

11月18日晚，《Owl city猫头鹰之城
电影之旅巡回成都演唱会》将在成都梵木
创艺区正火艺术中心1号馆演出。

郫都区电子化交易运行成效明显
打造阳光高效廉洁交易平台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想玲）在成都

市郫都区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大厅里
电子屏上项目公告、场地安排、开标信息一
目了然，厅内干净整洁，一个项目招投标正
在进行，整个流程“阳光廉洁高效”。作为
区级公共资源交易服务平台，郫都区公共
资源交易服务中心始终紧扣“规范化服务、
流程化管理、信息化建设、全程化监督”的
工作理念，践行打造阳光高效廉洁交易平
台奋斗目标，营造良好的公共资源交易新
环境，确保公共资源交易高效运行。

为从根本上保证公共资源交易的公平公
正和合法性，2017年7月1日，郫都区电子化交
易云平台通过各方努力成功上线运行。实现
建设工程招投标和政府采购网上发布信息公
告、网上下载招标文件、网上报名、网上收退
保证金，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报名信息的泄
露，有效预防围标、串标等现象的发生。

“以往投标人投标需每次携带营业执
照、税务登记证、组织机构代码等相关文件
前往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进行资料验
证，现场报名参加投标，而现在，只要经过
初次的身份资质验证后，一键就能实现网
上报名。”该负责人坦言，该系统有严密的
保密程序，有效避免了招投标过程中的各
项违规、违纪行为。

运行以来，电子交易云平台系统完成
交易项目14633个，交易金额137.59亿元，
节约资金2.92亿元。

街头问答
参加志愿服务还可以注册登

记，你听说过吗？

不了解
几乎无人知晓

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

11月5日中午12点过，成都IFS
楼下，24岁的小秦正在等朋友。“我
上大学时当过志愿者，去特殊学校
陪孩子们聊天。”小秦说。因为当时
老师的小孩有智力残障，因此关注
到这个特殊群体，并与朋友相约去
特殊学校进行志愿服务。

“没在网上注册过，我们就自己
去的。”和大多数受访者一样，小秦
并不知道志愿者可以在网上进行身

份注册以及对服务内容进行记录。
当天，记者共采访了四位长期居住
在成都的市民，只有一名在校大学
生听说过志愿者可以在网上注册，
但她自己并未注册过，也不知道网
站的确切名称。

有必要
查询志愿组织信息
保障志愿者安全

虽然四位受访者均未听说过全
国志愿服务信息系统，但是他们都
认为进行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注
册很有必要。

“为自己的安全考虑，也应该注
册一下。”在成都文理学院读大四的
小杨说，很多志愿活动的地点都在
偏远山区，如果可以在系统上查到
志愿服务组织的信息，就可以保证
志愿活动的真实性，也会比较安
心。22岁的小荷也认为，通过系统
注册可以让志愿服务更规范。

除了保障自身安全，小秦认为，
该系统的使用或也可以方便志愿服
务组织招募志愿者，更好得开展活
动。

四位受访者均表示，以后若参
加志愿服务，愿意在全国志愿服务
信息系统中登记个人信息。

冷风飕飕，冬天已来。成都玉
林四巷那面绘着至尊宝和紫霞仙子
的墙下，几位孃孃们正在闲聊。

“王婆婆最近身体怎么样，天气
冷要让她多穿点衣服。”

“老张没买歪保健品了吧？跟
他说了，那都是骗子。我待会再去
问问他。”

她们是玉林北路社区“银发联
盟工作室”的志愿者，60岁左右的她
们要照顾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她
们也参加“爱我家园巡逻队志愿服
务项目”，碰到发传单的推销保健品
的，总要上去多问两句，“万一是骗
子呢？”

像她们这样的社区志愿者，在
成都其实很常见。

0.31平方公里的成都武侯玉林
北路社区，面积还不足3个人民公园
大。常住人口约1.8万人，在册志愿
者3198人，注册志愿者人数占社区
常住人口的比例达17.70%，高于成
都市平均水平。

志愿服务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
的重要标志，“志愿者”是为社会点
亮温暖之灯的群体。玉林北路社区
有志愿服务队伍15支，每年组织的
志愿服务活动达167次。这样可观
的志愿者人数和志愿服务数量是如

何形成的？
玉林北路社区党委书记向万军

介绍了“互联网+双报到”的组织模
式。在这样的模式下，辖区内党员
源源不断地充实着志愿服务队伍。
社区将收集到的居民心愿及时放到

微信公众平台上，在平台上注册的
“双报到”党员和党组织可根据自身
的专业特长等进行认领。

“志愿服务要制度化、常态化进
行，其前提条件是要有稳定的志愿服
务队伍。通过党员带头，每个人都可
以是志愿者。”她举了玉林上横巷6号
院的例子，这里电路设施老化，院落、
楼道等公共照明经常出问题，她们这
个项目命名为“照亮回家的路”，发布
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辖区内供电公
司第五支部很快认领该项目，并迅速
到现场解决。”

如今，志愿者队伍在向年轻化
延展，不仅仅是年轻人，还包括小学
生。“我们有一个社区少年群益会，
鼓励玉林小学的孩子们每周参加社
区1小时活动，比如让孩子们教居民
垃圾分类，认领小区花草等。从小
培养他们的这种互助意识。”向万军
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
燃岸

宋飞，人称“飞哥”，现任四川阿坝
州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

2018年4月，阿坝公安武装围捕草
原恶势力头目罗登，宋飞多次化装成
勘查路基的修路工、电工、过路群众，
秘密进入重点地区查实罗登藏身地
点；担心打草惊蛇，宋飞带领侦查民警
在雪地中潜伏19小时；抓捕中，宋飞第
一个冲进罗登藏匿的帐篷，牢牢抓住
罗登抓枪反抗的手。

为了抓到这个自称“不怕阎王的
人”，宋飞把悬赏公告贴在自己办公桌
旁。记者11月9日从阿坝州公安局获
悉，近日罗登涉恶集团涉嫌故意杀人
罪、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敲诈勒索罪
等7项罪名10起案件，已移送阿坝州人
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敬酒时对方酒杯高于他
竟为此持刀杀人

罗登好勇斗狠，欺凌群众，自称
“不怕阎王的人”。

早在2004年，他就因纠纷持刀伤
人致死，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出狱
后的他不思悔改，反而召集谢某等游
手好闲之徒，在阿坝、红原、若尔盖3县
为非作歹，恶行累累。最夸张的是，罗
登有一次仅仅因敬酒时对方酒杯高于

自己，他就持刀杀人。2016年6月12日
晚，罗登与几名好友在阿坝县中心街
一家餐馆吃饭，当教师的特某以往见
过罗登几面，便乘酒兴向罗登等人敬
酒。罗登眼见特某酒杯高于自己的酒
杯后，满心不快便将酒洒在特某身
上。两人随之发生口角，罗登抽刀行
凶，特某经县医院抢救无效死亡。罗
登驾车逃离现场，藏匿于茫茫大草原
之中。

发誓要抓到他
刑侦队长办公桌贴其悬赏令

时任阿坝县公安局副局长兼城关
派出所所长宋飞在第一时间带队赶往
案发现场。随后的案侦工作中，宋飞
被任命为专案组副组长，主要负责罗
登的追逃工作。“当时我们追逃的足迹
踏遍了青海、甘肃以及红原、若尔盖等
地。”宋飞告诉记者，由于草原地广人

稀、交通四通八达，远牧点还没有手机
信号，交通智能卡口更是稀缺，这些因
素严重制约了追逃工作的进度。

2016年底，宋飞调至阿坝州公安
局刑侦支队任副支队长。宋飞将罗登
的悬赏公告贴在办公桌旁，随时提醒
自己：“罗登是我必须要抓回来的人！”

在州县联合专案组历时2年的努
力下，最终锁定罗登藏匿于若尔盖
大草原深处的“沃木琼”山沟。4月9
日深夜，在省公安厅、州公安局的统
一调度下，来自武警阿坝支队、阿坝
州公安局、阿坝县公安局160名警
力，将罗登藏身地紧密包围起来。4
月10日凌晨6时30分许，5个突击小
组同时雷霆出击，分别冲向5顶可疑
帐篷。

“我与战友们冲进帐篷一看，帐篷
内只有一个地铺，有一个女人坐在地
铺上。另外还有一个人躺在地铺里，
左手在外面抓东西，右手在铺盖里
面。我来不及多想，第一个冲上去骑
在他身上，紧紧抓住他的左手。”随后
宋飞确认此人身份，就是负案在逃的
罗登。

至此，祸害川、甘、青三省的恶势
力代表罗登成功归案。

巴丹 黄元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 吴柳锋见习记者 钟晓璐

志愿服务
情暖四川

V O L U N T E E R I N G

《志愿服务条例》施行近一年
四川已注册283万志愿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菲
见习记者 姚箬君

阿坝州160名公安武警
雪地围捕“不怕阎王的人”

你参加过志愿服务吗？你是否
知道志愿者可以在网上进行身份注
册呢？

去年12月1日，《志愿服务条例》
正式施行，要求所有志愿服务组织都
应当在民政部指定的全国志愿服务
信息系统（中国志愿服务网 www.
chinavolunteer.cn）中进行注册，志愿
者个人自愿注册。《条例》施行一年后，
市民是否知晓该条例与系统呢？志
愿者实名注册后，可获得哪些权益与
保障呢？记者就此进行了相关采访。

成都这块地方不足3个人民公园大
100人中却有17名志愿者

志
愿
服
务

行
动
行
动

同呼吸

体彩

（中国志愿服务网截
至11月11日晚11时数据）

官方说法
志愿者实名注册后，可获得这些保

障……

记者街访发现，大多数接受采访的
市民不知道志愿者可以在网上注册。
而事实上，志愿服务信息系统早已存
在，去年12月1日开始实行的《志愿服务
条例》再次规定，所有志愿服务组织都应
当在民政部指定的全国志愿服务信息系
统中进行注册，志愿者个人自愿注册，这
就将志愿服务真正纳入了行政监管。

为何要将志愿者和志愿服务组织
纳入统一的信息系统进行管理，这对于
志愿服务制度化与常态化有何意义？
条例施行近一年，该系统在四川的使用
情况又如何呢？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
访到四川省民政厅相关处室负责人。

上述负责人介绍，全国志愿服务信
息系统是目前唯一可以在公安部门的身
份信息库核对信息的志愿服务系统，这
就能保证注册人实名制。此外，该系统
内的信息还可以跟随注册人迁移，“志愿
者离开原来的城市，信息也不会丢失”。

“之所以使用这个系统，是为了对
志愿服务进行更好的监管。”该负责人
说。志愿者在该系统注册后，如果在参
加志愿服务时遇到人身伤害或被收取
费用等问题，都可以向民政部门投诉；
注册的志愿服务组织若泄露志愿者隐
私或不依法记录志愿服务信息，也将受
到处罚。

同时，志愿者若在求学或应聘中需
要志愿服务信息，也可以要求志愿服务
组织提供，若对方拒绝也可投诉，“这就
让志愿服务变得更规范”。

记者了解到，目前志愿者或志愿服
务组织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注册，一是
在中国志愿服务网站找到“全国志愿服
务信息系统”；二是下载“中国志愿”手
机应用进行注册。

《条例》实施已近一年，记者在中国
志愿服务网查询到，截至11月11日晚
11点，四川已有283万余名志愿者、1.5
万余个志愿团体在全国志愿服务信息
系统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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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林北路社区“银发联盟工作室”的志愿者。

阿坝公安武装围捕草原恶势力头目罗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