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2018.12.4
星期二
报料热线
028-96111

责
编
黄
强

版
式
詹
红
霞

校
对
张
晓

读
四
川

C
阴天间多云
偏北风1- 3级

8 12C7 13
多云间阴
偏北风1- 3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今日
限行 2 7
明日限行 3 8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5时）
AQI指数 98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西昌、康定、巴中、达州、攀
枝花
良：内江、宜宾、泸州、自贡、乐山、雅
安、广安、眉山
轻度污染：遂宁、德阳、南充
中度污染：广元、资阳、绵阳

3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AQI指数 72—102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局
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川东北局部
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局部城市为
良至轻度污染；盆地其余地区为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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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2月3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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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重的工作之余想要放松一下？那
就来看场好戏吧！

12月6日下午，2018年四川省大学
生戏剧展演季大剧目《白云深处》将在蓬
安相如饭店会场演出；

12月7日至8日晚，爆笑悬疑喜剧《非
常悬疑》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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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3日至15日晚，四川省歌舞剧
院将在锦城艺术宫演出原创民族舞剧
《大凉山的回响》；

12月17日至18日晚，北京舞蹈学院
将在锦城艺术宫演出原创民族舞剧《尘
埃落定》；

12月21至25日，四川省歌舞大剧院将
上演开心麻花舞台剧《莎士比亚别生气》。

好戏不停
精彩轮番上演

超级大乐透第18142期全国销售
209733653元。开奖号码：19、24、28、29、
34，10、11，一等奖基本5注，单注奖金
8947164元，追加0注。二等奖基本62注，单
注奖金149099元，追加17注，单注奖金
89459元。三等奖基本690注，单注奖金
4987元，追加249注，单注奖金2992元。
68.2亿元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8330期全国销售14727214
元。开奖号码：236。直选全国中奖5630
（四川444）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全国
中奖0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全国中奖
10834（四川900）注，单注奖金173元。785
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8330期全国销售10384092
元。开奖号码：23678。一等奖115注，单注
奖金10万元。2.2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8161期全国销售
39808596元。开奖号码：33303111113111，
全国中一等奖2注，单注奖金500万元。

胜平负任选9场第18161期全国销售
26878872 元 。 开 奖 号 码 ：
33303111113111，全国中奖1429（四川77）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8166期全
国 销 售 36380 元 。 开 奖 号 码 ：
031333311101，全国中奖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8171期全国销售
604982元。开奖号码：21110022，全国中奖
36（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2月1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下载封面新闻APP
浏览最潮最新资讯

成华纪委运用提前“双介入”机制
为案件办理提质提速

华西都市报讯（李凤 记者 陈静）12月3日，华西
都市报记者获悉，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后，面对职务犯
罪案件办理的高标准、高要求，成都市成华区纪委监
委，充分运用案件审理部门和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同
时提前介入的“双介入”机制，加强内部协作和外部
协作，形成执纪执法合力，进一步提高案件办理质量
和效率。

今年6月，在查处某大型国有公司余某涉嫌职
务犯罪案件中，因金额巨大，案情复杂，该案立案
调查2个月后，成华区纪委监委案件审理部门和区
检察院公诉部门，同步提前介入。审理部门负责
人苏天赐，提前介入后发现了问题：“余某部分违法

事实的认定方面还存在一些疑问，一些证据还有瑕
疵，有待考证后形成完整证据链。”及时向审查调查
部门反馈了意见。之后，案件顺利完成了全部审理
工作、提交监委委务会讨论，并移送检察机关。

“通过对案情适时、适案、适度地提前介入，审
理和公诉各司其职，分别开具补充完善证据的建
议，在保障案件质量的同时有效提升了办案速度，
实现了监委调查工作和司法工作的顺畅衔接。”成
华区纪委常委、监委委员郭惠说道。

今年以来，成华区纪委监委共办理职务犯罪
案件9件，数量位居全市前列，目前所有案件均已
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成都市新都区市场监管局
出新招治理“庸懒散”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殷航）为认真落实党中央、
省委市委区委和相关部门要求，深入推进不作为“懒
散拖”“怠懒庸”问题整治，记者了解到，新都区市场质
量监管局引入第三方测评，加强对食品安全监管的考
核问效。

相关负责人介绍，新都区市场质量监管局通过第
三方机构深入企业、经营户、群众开展实地察看、民意
调查等对食品安全公众满意度、食品安全目标完成情
况、企业主体责任进行系统测评。每次测评采样食品
安全公众满意度测评接触样本1000个、食品安全目
标完成情况调查样本20-30个、企业主体责任落实调
查样本100余个，并将测评数据加以分析。通过详细

的数据分析查找各乡镇、各市场质量监管所在食品安
全监管工作中的薄弱环节和存在的问题。将测评结
果和存在的问题通报给各乡镇街道和市场质量监管
所，对排名前三的单位予以表扬，对排名靠后的三个
单位予以批评，督促各单位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落实整
改。

同时，以引入第三方测评的模式强化考核，能排
除考核的人情关系影响，更能确保考核的“严”和

“实”。一季度一次的测评考核，增强了广大干部职工
的压力感和责任意识，促进了全局干部职工积极履行
食品监管的职责、积极作为，进一步推进了庸懒散的
治理。

9800吨大桥在沪蓉铁路上旋转79°

西南第一转体桥“成功转身”

上跨沪蓉铁路 这座大桥选择“凌空转体”
金堂大道，北接德阳广汉和旌阳，中联中江，南接

资阳乐至和简阳，沿金堂境内的官仓、栖贤、三星、淮
口、赵家等12个乡镇，全长约70公里，是贯穿金堂的
交通要道。

在金堂县三溪镇，金堂大道有一座大桥上跨沪蓉
铁路，成都铁路总承包公司现场负责人汪平告诉记
者，由于金堂大道上跨30米宽的沪蓉铁路，如果采用
传统方法施工架桥，将严重影响沪蓉铁路的运行。

为了降低对铁路运输的影响，所以利用铁路运输
凌晨的空窗期（没有列车运行的时候），采用“桥梁转
体技术”。

什么叫桥梁转体？简单来说，就是在桥梁下方先
安装“转体球铰”，类似于一个转盘，桥梁浇筑好后，原
本和铁路平行，通过转盘旋转，最终让铁路和桥梁垂
直，完成上跨。

这座大桥桥长77米、宽29米，转体重量9800吨，
桥体左高右低，而且是一个上坡的桥，又在弯道上，所
以形成一个斜面，而常规的桥梁转体，一般都很平直，
不存在转弯和坡度。

持续90分钟 大桥转体79°跨越铁路
汪平告诉记者，此次桥梁转体施工难度很大，其

中对接施工精度，要以毫米计算，施工标准极高。
11月29日深夜，施工现场灯火通明，在次日凌晨

的1：00-2：50，也就是沪蓉铁路运行的空窗期，进行
桥梁转体。

在转体以前，浇筑好的上跨大桥，和沪蓉铁路是
平行的，而转体，则是为了让大桥和铁路垂直，实现

“桥梁上跨”的目的。
凌晨1点，转体正式开始，在“转体球铰”的带动

下，整座大桥以约每分钟1度的速度，缓缓向铁路上方
转动，凌晨2点30分，经过长达90分钟的持续转体，整
座大桥整体转动了79.6°，精准抵达设计位置。

凌晨2点50分，在转体完成20分钟后，沪蓉铁路
又开始了繁忙的一天，铁路恢复运行。

汪平介绍说，金堂大道上跨沪蓉铁路大桥，跨越
了沪蓉铁路30米，不仅是国内线型最复杂的转体桥之
一，9800吨的转体重量，也创下了西南地区跨铁路转
体桥梁的新纪录。

而在这座大桥完成转体后，金堂大道全线实现了
贯通，也为金堂大道年内顺利开通奠定坚实基础。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智 摄影 刘开怡

小区暗藏80余家小旅馆 三个月后为何几近消失？
临近成都金牛区茶店子客运站，有处大型住宅小

区。此前，因暗藏84家小旅馆，出现了人员混杂、垃圾
量增加、电梯等公共资源被占用，以及非法改建等问
题，惹得居民们联合抵制。

经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报道，在当地社区、公
安、物业，以及热心居民的共同努力下，短短3个月，小
区里大部分小旅馆要么搬离，要么被取缔，之前大街
上揽客的行为，也不见了踪影。

12月3日上午，居民代表走进辖区派出所，感谢
并商量今后的打击非法小旅馆的工作，并希望这种处
理小旅馆的方式，给有着同样苦恼的小区有所借鉴。

居民点赞 80余家小旅馆消失大半
“我家楼下之前就有个小旅馆。”3日，金牛区西岸

观邸小区的业主黄女士告诉记者，4年前她们一家搬
到这里。但没想到的是，自家楼下的住宅房被改造
后，变成了一家小旅馆，“这里临近长途车站、公交车
和地铁站，每天旅客量巨大，旅馆生意火爆。”

她说，因为家里有孩子，一般晚9点过就得休息。
但楼下的旅馆常在夜里传来麻将声、唱歌声，甚至喝
酒划拳声。“我只能在阳台对着喊话，让他们小声点。
有时候有人会听，但更多时候是没人理会。”

“但现在好多了，3个月的整治后，之前统计的80
多家小旅馆，大多数已搬离，或者被警方取缔，仅有20
家左右还存在经营小旅馆的可能。”当天上午，黄女士
等10余位小区居民，一同走进辖区金泉派出所，“主要
是感谢警方帮助，并商量下今后的工作开展。”

警方严查 10位小旅馆经营者被拘留
西岸观邸小区出现违法小旅馆的问题，金泉派出

所所长杨钰嶙深有体会。“我们专门部署了警力严
查。”他介绍，根据现有法律法规来讲，住宅小区私自
改造小旅馆，是不被允许的，“开办旅馆必须在当地公
安机关取得相关证件，藏在该小区内的小旅馆是没有
的，根据《治安处罚法》相关规定，警方可依法查处、取
缔这些违法小旅馆。”

杨钰嶙告诉记者，从今年8月中旬开始，他们在小
区内告知宣传，将对非法小旅馆依法取缔。截至目
前，3个多月时间里，警方已取缔10家非法小旅馆，对
10名经营或参与经营者依法拘留，并对2家小旅馆进
行罚款处罚。

“比如国庆期间，发现有小旅馆偷偷揽客。”他说，
警方一方面取证核实，查处这些非法小旅馆，并为80
多名住客重新寻找住宿地。“不仅如此，我们还联合城

管、物业等，在周边开展巡逻工作，情况得到很大改
善，仅有少量在偷偷经营。”

如何破题 小旅馆、民宿难题引关注
今年11月，为促进民宿业健康发展，结合成都的

实际，《关于促进民宿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征求意
见稿）》，面向社会征求意见，引发社会关注。事实上，
民宿、旅馆进小区带来的消防安全、治安隐患及扰民
等问题，在各地都是比较头疼的事。

“从目前的调查情况来看，这些肆意生长的小旅
馆，给该小区的居民带来了生活和安全上的隐患。”杨
钰嶙介绍，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警方对非法小旅馆采
取高压严查，不听劝离的进行依法取缔，对屡次违法
或情节严重的经营者依法拘留。

“尤其在这3个月里，我们和民警形成了良性的配
合机制。”小区热心居民代表王先生告诉记者，要彻底
改善小区环境，居民自发组建了微信群，不管是白天，
还是晚上，只要发现有小旅馆非法经营，会第一时间
联系民警来核实查处，“接下来还将组建新的业委会，
加强与警方的沟通。今后，小区到底能否开办民宿或
旅馆、又该如何开，必须经过小区居民的同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力 见习记者 姚箬君

（上接04版）

达州逐渐全面铺开
宣汉率先试点后，达州全市逐渐铺开。
王世忠，达川区外侨办原主任，2016年10月担

任了达川区石峡子水库工程副指挥长、现场负责人。
“石峡子水库工程是西南五省重点水源工程，也

是达州重点水利建设项目之一，项目建成后将从根本
上解除大堰河下游7万余人和6.8万亩耕地的洪水威
胁，9个乡镇、6万亩农田灌溉、18万农村群众将会直
接受益。”

“水利项目建设涉及面广、工期长、技术要求高，
牵涉群众利益最直接。”王世忠讲道，“既然组织相信
我，我就必须全力以赴。”

卸任干部孙联忠、封玉德，都是石峡子水库项目建
设督导组成员。王世忠带领着他们经过750余个日夜
奋战，目前，石峡子水库项目主体工程已基本完成。

2016年9月，万源市委党校总支书记、常务副校
长张德涛卸任后，便到万源市督导委任第四督导组组
长。“现在每天到被督导单位督促指导，忙得不亦乐
乎，这两年过得十分充实。”

2016年9月，万源市成立了市督导工作委员会，
督导组的人员是从市纪单位抽调的经验丰富卸任的
领导干部，其中正科级卸任干部12人，抽调人员工资
人事关系不变，工作关系与原单位脱钩，由督导委安
排日常工作。

开江县新街乡竹儿坪村，地理位置偏远，交通不
便，无支柱产业，属于深度贫困村。县粮食局是竹儿
坪村的定点帮扶单位。2016年3月，县粮食局选派到
竹儿坪村的“第一书记”贺久琴休了产假，卸任的县粮

食局原机关党支部书记薛根平，主动请缨，接替贺久
琴的工作。

“脱贫攻坚不只是年轻干部的事情，我们卸任干
部也应该有所作为。”薛根平说：“虽然我们的精力不
如年轻干部那么充沛，但是我们工作经验丰富，这是
我们的优势。”

开江县县委书记罗建介绍，该县重点从担任过乡
镇或部门党政正职、以及具有经济部门工作经历的卸
任干部中择优选拔担任脱贫攻坚督导员。通过自愿
报名、单位推荐、资格审查、择优比选，开江县已有20
余名优秀卸任干部奋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

“马上建个微信工作群”
10月26日，达州市纪委召开了“达州市干部作风

督查工作专题会议”。与会的主力，是8名刚刚选派
到市纪委的卸任领导干部，包括：达州市总工会正县
级干部贾德先、市科学技术和知识产权局正县级干部
李继开、市食药监局正县级干部桑茂明、市环保局正
县级干部杨跃华等。

而具体怎么使用这8名卸任领导干部，达州市纪委
监委班子，专门开了两次会议研究，形成了一致意见：他
们的新职务，是达州市纪委监委干部作风监督员。

曾担任达州市总工会党组书记的贾德先坦言：按
以前的规矩，我卸任后要去原单位上班，但原单位的
领导大多是我的下属，不去不行，去了他们又不好开
展工作。“双方都很尴尬。”

“到纪委报到后，心头的压力和顾虑卸掉了。”贾
德先现场表态：尽快适应角色，马上建个微信工作群。

对于新来的8位同事，范继跃期望很高：达州市
纪检机关干部200多人，要监督20万党员，他们的到

来，将成为市纪委的重要力量。“只要你们严守政治纪
律，工作纪律，放下情面，敢于监督，市纪委将是你们
坚强的后盾。”

“干部作风督查组成员要在严守纪律规矩上做表
率，讲政治、讲规矩，要放得下名利、放得下面子、放得
下人情。”考虑到都是为党奉献几十年的老同志，会议
最后，范继跃强调了一句话：量力而行，以实事求是的
态度，发挥应有作用。

“干部作风督查组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督查项
目，随机组建工作小组，深入各地各部门开展工作。”
达州市纪委副书记陈泽健向8位与会者解释了督查
范围：以政务服务窗口单位及乡镇（街道）、基层站所、
村（社区）为重点，根据工作情况，可延伸至市、县党政
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有公共服务职能和承担重
点项目的国有企业。

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采访时，范继
跃说：“目前，达州将所有卸任干部一人不漏地纳入了
管理，分配了新的工作。虽然这还只是开始，还没有
进行评估，但有效纳入了管理，这是成功的第一步。”

达州市纪委监委组织部部长柏云双证实：也有一
部分卸任干部纳入管理但没有统一安排工作，包括以
下几种情况：一年内即将退休的，患有重大疾病的，本
人在原单位承担了具体工作的。“我们觉得，不能搞

‘一刀切’。”
卸任干部的管理、使用，这项工作在达州市委领

导下，纪委牵头、组织部协同，共同完成。省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达州市委书记包惠认为：“退出领导岗位的
这批干部，具有丰富的工作阅历和实践经验，依然还
是党的干部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要更好地发挥
作用。”

金堂大道，是贯穿成都市金堂县域的交通要
道，承载了全县经济发展的期望。

12月3日，记者从成都市金堂县交通运输局了
解到，为了不影响沪蓉铁路运行，11月30日凌晨，
金堂大道上跨沪蓉铁路的跨线桥，采用桥梁转体
技术，持续90分钟，完成了79.6°桥梁转体，顺利
上跨沪蓉铁路。

据了解，这座大桥重9800吨，也是西南地区
在建的最重跨铁路转体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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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转体后上跨沪蓉铁路的大桥。

沪蓉铁路旁，浇筑完毕等待转体的上跨转体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