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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成都三环路扩
能改造最复杂的节点工
程，娇子立交改造日前
传来好消息，该立交桥
已正式完工通车。

11月 23日，记者
驾车探访发现，改造后
的娇子立交新增11条
匝道，可实现三环路和
成龙大道的便捷转换，
比改造前方便太多。

划重点！距离娇子
立交不远处，便是成都新
机场高速的起点，娇子立
交也将和新机场高速实
现互通，成为将来城东重
要的交通转换枢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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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助力廉洁修身
2018年“公井读书会”廉政

读书决赛由贡井区纪委、贡井区
委宣传部、贡井区文体旅游和外
事侨务局主办，贡井区图书馆承
办。此次比赛源自贡井区纪委开
展的“书香沁廉”活动，通过列出
读书指导目录清单，引导全区广
大干部多读书、读好书。“希望大
家都能在繁忙中拾起书本，静下
心来，通过读书进行廉政教育，达
到修身目的。”贡井区文体旅游和
外事侨务局局长雷礼说。

经过前期的初赛，当天共有7
名选手进入贡井区2018年“公井
读书会”廉政读书决赛，他们围绕
推荐的廉政必读书目，结合自身
工作岗位，讲述了从书中获得的

“精神食粮”，畅谈了对“廉政”的
深刻体会，以及为人处世所应坚

7星彩第18137期全国销售16103480
元。开奖号码：5310976，一等奖0注；二等
奖9注，单注奖金44071元；三等奖191注，单
注奖金1800元。40013625.15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排列3第18320期全国销售15738756
元。开奖号码：329。直选全国中奖4668
（四川318）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
中奖7986（四川659）注，单注奖金173元。
7087996.7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8320期全国销售11934664
元。开奖号码：32944。一等奖27注，单注
奖金10万元。228668408.44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月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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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3时）
AQI指数 89 空气质量良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雅安、攀枝花
良：巴中、内江、遂宁、广元、乐山、绵阳、德
阳、广安、南充、自贡、泸州、资阳、达州、眉
山、宜宾

23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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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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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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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11月23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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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你世界》、《简阳水蜜桃》、
《品安仁葡萄·游安仁古建筑》、《寻
蜜》、《蜜桃童年》、《安仁葡萄·致敬蓉
漂》、《茶》、《姜葱椒》、《HI枇杷》、《金堂
脐橙》均获奖。

“扔狗屎的家伙找到了！”11月23
日，成都青羊区左右小区，业主们不断
传播着这个消息。

天上掉狗屎，而且持续4个多月，
让不少业主和商户苦不堪言。虽加强
巡查，并安装了监控，但肇事者还是没
有现身，狗屎照样从天而降。

22日晚，一个纸团被监控拍下，民
警和物业顺藤摸瓜，终于找到扔了4个
多月狗屎的肇事者。该男子向民警交
代，近来工作压力大，情绪不太好，图方
便就顺手将狗的粪便扔到楼下。目前，
他已悔过道歉。

这一糟心的事从今年7月开始。
青羊区玉宇路上，多个商铺受到粪便

“空袭”。左女士称，她的理发店门口每
天都有粪便掉下，自己的车也遭了殃。

“车上溅得到处都是，恶心得很，冲洗多
次都冲不掉。”

事情发生后，商家曾多次到物业公
司投诉。小区物业燕经理说：“接到投诉
后，第一时间就让保洁人员清扫，但多次
蹲点也没能揪出肇事者。”

物业公司在小区的告示栏上、单元
楼下等多个位置，都贴上相关告示，并
对住户一一排查，但无济于事，粪便依
旧接二连三抛下。

与此同时，在青羊公安分局东坡派
出所民警熊伟的建议下，小区在粪便集
中“轰炸”区域安装了摄像头，并让值班
人员加强监控，但由于距离太远，仍没
拍下是谁扔的。

22日凌晨3点，此处监控拍到一白
色纸团从天而降。物业人员拆开一看，

又是狗屎。物业人员注意到，就在这个
纸团扔下不久，高层一住户家中的灯光
就熄灭了。“按理说，小区深夜亮灯的特
别少，而此时恰好是粪便丢下的时间，
估计不是巧合。”第二天一早，物业工作
人员在反复查看监控视频后，基本确定
了肇事者的位置。

22日下午1点左右，物业人员敲
开了该住户的门，以安全检查的名义
进屋查看。“进门我们就看到笼子里
关着两只狗，窗户外的空调机上、墙上
全是干掉的粪便。”而开门的是与狗主
人合租的住户，狗主人并不在家。物业
人员离开后，立即将情况反映给东坡派
出所。

当天下午6点，民警熊伟和物业人
员来到该住户家，讲明来意后，该住户

立马就承认了丢粪便的事情。随后熊
伟将该男子带回派出所进行了批评教
育，并让专职调解员对其进行法律教
育。当晚，肇事男子写了一封悔过书，
并当面向两位商家鞠躬道歉。

据了解，肇事男子今年21岁，在左
右小区与另一男子合租。他称由于近
来工作压力大，情绪不太好，加上不想
打扫图方便，于是顺手就将狗的粪便往
楼下扔，并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该男子承认，其实从五月份开始，
他就零星往楼下丢狗的粪便。“我现在
非常后悔和自责，会立马搬走，保证以
后不会再往楼下扔任何东西。”男子在
悔过书上写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 钟晓璐 记者吴柳锋

成都一小区现高空抛物：狗粪从天而降
肇事男子已当面道歉，称因压力大才乱扔

华西都市报讯（赵阳 陈守乾 记
者 刘彦谷）11月11日，广元市青川
县马鹿镇松树村路段发生一起交通
肇事逃逸案，被撞摩托车驾驶员受
伤严重，命悬一线。案发后，青川公
安迅即启动“秋风行动”联勤执法应
急机制，交警、经警、派出所“三警”
联动，分工协作，围追堵截，仅1小时
便成功侦破此案，抓获肇事嫌疑人李
某某。

当日14时30分许，青川公安交
警大队竹园中队接110指挥中心指
令称，青（川）剑（阁）公路马鹿镇松树

村路段发生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接到警情后，办案民警第一时间赶赴
现场勘查取证，同步开展线索走访调
查、目击证人寻找、嫌疑车辆摸排和
痕迹物证勘验等工作。在确认嫌疑
车辆基本车型、逃逸方向后，当即通
过县局指挥中心立即启动“秋风行
动”联勤执法应急机制，指令沿途交
警、派出所和正在辖区办案的经侦大
队民警采取设卡拦截、天网跟踪、沿
途追击等有效措施，对肇事嫌疑车辆
和驾驶人开展全力追捕。

15 时 30 分许，距案发仅 1 小

时后，在凉水镇大桥设卡拦截的凉
水派出所民警成功将涉嫌逃逸的
川 07-00642 号牌拖拉机拦截，并
将驾驶员李某某控制。经现场痕
迹初步比对和对驾驶人口头询问，
李某某对交通肇事逃逸的事实供
认不讳。

此案的成功侦破，是青川公安交
警部门“秋风行动”多警联动、联勤执
法取得的又一突出战果和典型案例，
为当前公安机关创新举措，利用有限
警力资源高效打击违法犯罪、推进平
安建设又一成功经验和鲜活样本。

青川“三警”联动“秋风”行动斩断交通肇事逃逸路

华西都市报讯（粟高峰 记者
罗轩）“大力开展‘廉风拂万家’活
动，就是为了充分发挥家庭助廉的
阵地作用，创造良好家庭拒腐氛
围，构建党风廉政建设人人参与、
和谐共建的良好局面。”近日，达州
市达川区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巡展为契机，全面开展“廉
风拂万家”家庭助廉活动，邀科级
干部家属共同参与，进一步引导党
员干部筑牢拒腐防变思想防线，营
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在

为期50余天的巡展中，每天都有科
级领导干部或携配偶、或与父母、
或带子女前往观展。

据了解，达川区在组织全区所
有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同家人一道
观看巡展的同时，还要求填写《‘廉
风拂万家’科级领导干部携家人观
展情况登记表》，述说自己廉洁感
悟，记录家人廉洁寄语，展示全家
观展照片，定下优良家风家规，并
将此表纳入干部个人廉政档案，作
为年终评先评优重要依据。截至

目前，已有800余名科级以上领导
干部携家人参与观展。

为确保本次“廉风拂万家”家庭
助廉活动影响广、效果好，该区各乡
镇部门根据本地实际，结合多项特色
工作进行组织。如实验小学、赵家小
学结合“小手拉大手”活动，邀请家长
参与廉洁班会，畅谈家庭廉洁教育对
孩子的影响；国土系统结合警示教
育，组织干部家属到达州看守所聆听
职务犯罪人员现身说法，感受其失去
自由对家庭带来的危害。

守好反腐“后门”达州达川让廉风吹拂千家万户

11月29日晚，四川爱乐乐团将在成
都特仑苏音乐厅举行《成都·地中海浪潮
音乐会》；

11月30日晚，2018《乐动蓉城》月末
惠民音乐会 ——“且听风吟II”民族室内
乐音乐会将在成都特仑苏音乐厅举行；

12月1日晚，天津青年京剧团将在
锦城艺术宫演出京剧《秦香莲》；

12月2日晚，经典亲子音乐剧《寻梦
的猫》将在绵阳绵州大剧院演出；

12月7日晚，四川音乐学院交响乐
团《秋冬音乐季——新年音乐会》将在四
川音乐学院大音乐厅举行；

12月9日晚，内蒙古青年合唱团将
在锦城艺术宫演出《美丽的草原我的
家》。

周末去哪儿？
到“锦绣四川·好戏连台”
享受艺术盛宴

天府源·十大农产品
创意广告设计揭晓

自贡贡井区举行2018年
“公井读书会”廉政读书决赛

书香沁廉
廉洁修身

成都最复杂立交
改造完工通车改造完工通车

昔日转换不便
目前已改造完工正式通车
娇子立交位于成都东南部，是成龙大

道和三环路的转换枢纽，车流量相当大，
但改造之前的交通转换，却有诸多不便。

在实施扩能改造前，成龙路上跨三
环路有一座跨线桥，但只能在进城方向
上三环路左转，去往琉璃立交方向。如
果出城方向想从娇子立交上三环，则需
要走三环路辅道调头。

市民董先生家住娇子立交旁的上
东锦城小区，他告诉记者，以前开车出
门，在三环路和成龙路之间转换时，总
感觉到些许不便，“现在很多立交四个
方向都可以转换，但娇子立交却不行，有
点恼火！”

正因如此，娇子立交的改造，一直在

紧张进行中。
23日，记者来到娇子立交旁一小

区，登上35楼天台向下俯瞰，可以清楚
地看到整个娇子立交的全貌：12条匝道
已经完工，道路标线、路面路况、指示牌
都是全新的，不时有车辆在三环路和成
龙路之间转换。

不过还有很多车辆在靠近匝道口
时，似乎不敢进匝道，很多司机也不知道
娇子立交已经开通。

新增11条匝道
便捷转换成龙路和三环路
改造后的娇子立交，在原基础上增

加了11条匝道，一共有四层。其中，第
一层是东西方向的成龙路；第二层是三
环路跨成龙路的跨线桥；第三层是成龙

路和三环路相互转换的12条匝道；最上
面一层，是上跨三环路的成龙路跨线桥。

据了解，作为三环路扩能提升工程
中改造体量最大、最为复杂的重要节点，
改造后的娇子立交成为复合式全互通，
可实现成龙路和三环路四个方向的便捷
转换。

目前在建的成都新机场高速，主线
收费站距娇子立交不远，将来娇子立交
将和新机场高速实现互通，成为成都城
东重要的交通转换枢纽。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记者查询多款
导航软件发现，目前娇子立交在地图上
的状态，仍显示在施工中。虽然各大地
图软件没有及时更新，但娇子立交实际
上已经面向社会车辆开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智
摄影 刘陈平

娇子立交变身四层全互通枢纽娇子立交变身四层全互通枢纽
可与新机场高速实现转换可与新机场高速实现转换

“提到镜子，你们会想到什么？”
“我会想起唐太宗李世民曾经说过
的一句话‘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做人一
生，道德是根本，为官一任，廉洁是
根本，我们要不断地照镜子告诉自
己，诚实是做人的行为支撑，廉洁是
从业的行为准绳。”11月 23日下
午，在自贡市贡井区2018年“公井
读书会”廉政读书决赛上，贡井区检
察院的朱芮林将读《习近平讲故事》
的感受娓娓道来。

守的人生信条。
对贡井区人社局的周俊玲来说，

“廉政”就是她成为公职人员，开启新
征程的第一课。《古诗文里的廉政大
智慧》一书中有句话，她特别喜欢，

“保初节易，保晚节难”，短短八字，印
象深刻。她希望大家都能守住一颗
初心，做好自己心中的那个伟人。同
样是推荐这本书，来自艾叶镇的杨梦
凭借“廉政梦 你我同行”的精彩分
享，获得了决赛一等奖。她希望大家
能透过书中那些厚重悠久的历史，通
过阅读那些名言警句，看到背后所蕴
含的引人深思的廉政故事。

推20项品牌项目活动
润物细无声的“书香沁廉”活动，

只是贡井区“清风筑廉行动”中一个
小小的方面。贡井区纪委副书记、监
委副主任洪霞说，今年初，为进一步
推进全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
作，持续转变干部作风，打造清正廉
洁、作风过硬的党员干部队伍，不断
巩固发展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
态，持续提升群众认可度和满意度，
贡井区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清风筑
廉行动”，共推出20项品牌项目活
动。如强化廉政教育，开展“书香沁
廉”活动，开设“廉政考场”；强化家
风教育，以“廉善传家”为主题打造

“公井讲堂”廉政教育品牌，开展“亲
情嘱廉”活动；强化宣传带动，开展
廉洁文化“八进”活动，开展“机关创
廉”活动等。胡正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邓丹

娇子立交日前已改造完成通车。

参加“公井读书会”比赛的选手分享读书心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