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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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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5时）
AQI指数 159 空气质量 中度污染
优：马尔康、西昌、康定、攀枝花
良：巴中、南充、达州、内江、宜宾、泸州、
自贡、广安
轻度污染：雅安、眉山、乐山、遂宁、资阳
中度污染：德阳、绵阳
重度污染：广元

4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65—95
空气质量等级 良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东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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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2月4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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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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午，成都少城剧场将上演
原创多媒体儿童剧《哪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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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晚，四川音乐学院大音乐
厅将举办旅英青年钢琴家——孔嘉宁钢
琴独奏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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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晚，《北欧之光》芬兰钢琴
四重奏音乐会将在成都特伦苏音乐厅奏
响；

12月21日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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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幕拉开
成都“好戏连台”
正上演

7 星 彩 第 18142 期 全 国 销 售
12164732元。开奖号码：5001407，一等
奖0注；二等奖4注，单注奖金76801元；
三 等 奖 171 注 ，单 注 奖 金 1800 元 。
55249249.5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8331 期 全 国 销 售
15155820元。开奖号码：458。直选全
国中奖6978（四川277）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12933（四川
886）注，单注奖金173元。7971996.43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8331 期 全 国 销 售
10352568元。开奖号码：45877。一等
奖 24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32029322.8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2
月2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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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苏海鹏 记
者 曹笑）12月4日，华西都市报
记者获悉，日前，泸州市古蔺县
椒园镇召开警示教育通报会：水
田村党支部书记彭洪杰，由于未
制止八组组长动用低保款维修
公路，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2011年年底，水田村村民
委员会副主任彭洪杰参加村党
支部书记竞选，由于他工作扎
实，深受党员群众信任，顺利当
选为水田村党支部书记。当选
后，彭洪杰立志要带着村民们改
变水田村落实的面貌。

要致富，先修路。2012年，
彭洪杰发动全村九个组开始大
修公路。彭洪杰分工负责水田
村八组，该组共有支路4条，路
况较差，急需维护。在缺少资金
的情况下，该组组长组织召开群
众会，决定每个支路均用1个低
保款960元来进行维护，4条支
路共用3840元。彭洪杰虽然觉
得用这种方式解决差缺的维修
资金不恰当，但是想到自己没有
贪占挪用不犯法，况且也通过群
众会的讨论。所以，在八组组长
给他汇报时，没有制止。然而，

低保是给予困难群众最低生活
保障的惠民政策，彭洪杰作为支
部书记，在水田八组低保政策的
落实上偏离了惠民政策轨道，侵
害了群众的利益。

今年以来，古蔺县把查处群
众身边的腐败和作风问题作为
重要任务，坚持问题导向、精准
聚焦的原则，采取“拓宽渠道排
线索、纵横交叉全面查、突出重
点精准巡”的方式，严肃整治干
部不作为乱作为行为，为古蔺

“率先摆脱贫困，同步全面小康”
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
近年来，蒲江县教育局围绕新时
代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和“清廉蓉
城”的部署要求，积极推进“廉洁
学校”创建工作。其中蒲江成佳
九年制学校依托“茶·人教育”特
色优势，多维度深层次推进廉洁
教育，敬廉崇洁蔚然成风。

强化党建引领，打造一支清
正廉明的干部教师队伍。学校
将“廉洁从政、廉洁从教”的精神
融入到学校的管理和教育实践
活动之中，班子成员制定责任清
单、签订全面从严治党、党风廉

政建设责任书，修订完善了《教
师日常工作考核办法》。教师签
订廉洁从教承诺书，并通过“三
会一课”、固定党日活动、今晚
《800》警示教育等多种形式，加
强师德师风建设，对违反师德师
风行为“零容忍”。

注重活动熏陶，带出一支文
明向上、崇廉尚洁的学生队伍。
强化“佳园文明小标兵”队伍建
设，从校门开始师生互致问候，
校园内主动问好，放学时师生话
别，培养“明礼诚信”的学生。开
展法制副校长进校园和廉洁书

画作品展示进校园活动，加大对
“扫黑除恶”和“校园欺凌”的宣
讲，让从小学生树立起“守法光
荣、违法可耻”的荣辱法制观
念。开展好“早到先读”和示范
班级的评比活动，让学生热爱学
习、养成习惯、洁身自好。

夯实家校共育，发挥好家长
的参与权、知情权和监督权，
带出一支知法明理、真诚互动
的家长队伍。学校进一步做
实三级家委会建设工作，家长
参与学校管理与发展，并积极
建言献策。

古蔺县：整治干部不作为乱作为 创建“廉洁学校”蒲江成佳在行动

患者李女士今年63岁，11月 24
日在家突发脑梗，25日至今一直在巴
中市中心医院进行救治，但病情一直
得不到控制。4日早上，该患者家属申
请紧急转院，巴中市中心医院随即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对患者进行联合远
程会诊，确认该患者可以转至华西医
院进一步治疗。

巴中到成都的直线距离约400公

里，大约需要四小时车程。由于担心
患者因路途较远而发生不适，患者女
儿遂提出航空转运的需求，并联系了
能提供空中转运的金汇通航。她说：

“我很担心母亲能不能经得起这么长
时间的路途颠簸，作为女儿非常心疼，
所以我提出航空转运。也非常感谢巴
中中心医院、华西医院和通航公司的
积极沟通和帮助。”

随后，经院方和通航公司综合评
估决定由“空中120”进行转运。据金
汇通航公司负责人称，正常情况，出动

“空中120”每小时需要花7万块钱费
用。因患者前期购买了航空医疗的相
关服务，本次空中转运全程免费。

经过1个半小时的飞行，直升机平
稳降落在川大华西临床医学院的东区
操场后，患者被抬上四川大学华西医
院急诊科的救护车，由成都市交警一
分局的交警开道，经医院的绿色通道
收治入院。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
正在进一步治疗中。

川大华西医院院办（应急办）副主
任晏会说，川大华西医院一直在积极
推进航空立体救援的建设，此次空中
转运的成功，也促使华西医院进一步
去完善这个立体救援体系，医院内直
升机停机坪位也已在计划中。

另据了解，成都交警一分局近期
已与卫生部门建立起“空地”应急救援
体系格局。此次，在接到省卫生健康
委员会和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关于空中
转运救援请求后，便火速安排警力，开
展地面对接行动。

王鹏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程渝 谢颖杨力 见习记者 姚箬君

此次空中转运标志着我省两大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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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首例跨区域空中转运救援

出动“空中 ”
患者90分钟从巴中转院成都

12月4日下午2：30，一架
Aw119专业医疗直升机降落
在四川大学华西校区东区。一
名从巴中转运到成都的脑梗患
者被迅速抬上华西医院的救护
车，随后，在警车引导和沿线警
力保障下，仅用时3分钟左右便
将患者无缝送达华西医院，进
行紧急救治。

据悉，此次由巴中至成都
的空中转运飞行用时90分钟，
系四川省首例跨区域空中转运
救援。省卫健委应急办负责人
介绍，此次空中转运标志着我
省两大医疗卫生机构已经建立
了完善的空中救援体系格局，
为危重病人的长途转运提供了
时效保障。

事发地。

飞机降落在川大华西临床医学院东区操场，病人由华西医院急诊科医生护送至该院救治。

“空中120”准备降落在川大华西临床医学院东区操场。

转院患者经华西医院的绿色通
道收治入院。

12月初的成都，银杏叶片片飞舞，
点缀了街景，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观看
和拍照，尤其在一些“网红”打卡地更
成了一道盛景。然而，有市民为了照
相摆Pose，不顾环卫工清扫成果，将成
堆银杏叶撒向空中，故意营造一种“漫
天飞舞”的拍摄背景。

12月3日，就有几位中年妇女如
此举动被路人拍了下来，上传到社交
媒体引发热议。不少网友好奇“翻出
来的清扫干净了吗？”“最后有没有扫
回去？”并认为她们此举缺乏公德心。

4日下午5时，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来到事发打卡照相的地点
——神仙树南路，见到了当时正在清
扫落叶的一名环卫女工。

该环卫工人年龄大约60岁，穿着
黄色工作服。据她回忆，她们来玩银
杏的时间是下午3点左右。“当时我和
同事准备清扫这片区域，她们说耽误
几分钟就走。”因为对方提出玩银杏落
叶，该环卫工人只能和同事选择先扫
附近区域，一会儿再过来。“耽误久了
肯定不行嘛，我们也要工作。”

据该环卫工介绍，落叶被清扫后
都会放在垃圾桶里，而视频里一女子
疑似将垃圾桶里的落叶翻出来向上抛
撒。对于这个举动，该环卫工人表示
不是很确定。“当时我在清扫银行那片
区域，同事负责这边。”

就这样，几名环卫工人只能在旁
边等待她们玩耍后才能清扫这片区
域，由于抛撒的落叶过多，工作量也面
临成倍增长。“最后，我们同事走过去
说不要耽误我们工作，后面就不晓得
了。”

当记者提出“有没有提醒她们不
要抛撒落叶”时，该环卫工人无奈地
说：“有一次我们正在清扫落叶，遇到
有人拍照，我们提醒可以换到树下拍
照，结果对方说就要这样照相！”

因为有了被市民“指责”的经历，
该区域的环卫工人每次在打扫时，只
能静静等待市民“打卡”结束后才能上
前清扫。冬日的成都，天气常常说变
就变，一旦遇上下雨天，清扫难度就要
比往常大很多。“如果时间耽搁久了，
领导也要骂我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何方迪

垃圾桶翻出银杏叶抛撒
网友：最后扫回去没有

如此
打卡

疑似翻出垃圾桶里银杏叶抛撒。（视频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