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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今日
限行 4 9
明日限行 5 0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5时）
AQI指数 38 空气质量 优
优：遂宁、德阳、绵阳、马尔康、西昌、康
定、攀枝花、巴中、南充、内江、泸州、广安
良：达州、自贡、广元、眉山、资阳
轻度污染：宜宾、乐山、雅安

5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8—78
空气质量等级 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10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6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2月5日开奖结果

吴冰清

12月8日晚，成都东郊记忆·聚空间
将举办《青凤》周桃桃古筝专场音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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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下午，英国亲子互动剧《吉
诺的魔法世界》将在成都少城剧场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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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新星（中国）音乐工
厂将举办《“华音律风”国风音乐汇》；

12月22日，成都咔卡剧场将连演三
场合家欢音乐剧《卖火柴的小女孩》。

畅游艺术世界
快来“好戏连台”

超级大乐透第 18143 期 全国销售
209812542元。开奖号码：04、07、20、22、33、
01、02，一等奖基本0注，追加0注。二等奖基本
34注，单注奖金311374元，追加12注，单注奖
金186824元。三等奖基本441注，单注奖金
9612 元，追加 130 注，单注奖金 5767 元。
6875246343.4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8332期全国销售15476692
元。开奖号码：965。直选全国中奖4998（四川
338）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
11541（四川 1121）注，单注奖金 173 元。
7967008.5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8332期全国销售10578166
元。开奖号码：96546。一等奖34注，单注奖金
10万元。233812624.2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8162期全国销售28891834
元。开奖号码：33300133333303，一等奖全国中奖
544（四川25）注，二等奖全国中奖9807（四川439）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8162期全国销售
22023950元。开奖号码：33300133333303，全
国中奖41871（四川2273）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8167期全国
销售79068元。开奖号码：333313003333，
全国中奖8（四川0）注。

足球 4 场进球第 18172 期全国销售
930918元。开奖号码：21313112，全国中奖
17（四川2）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2月3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陈静）12月5日记者获悉，
成都市成华区严格遵循纪委审查、监委调查权限职
责，不断提升审查调查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水平，切实把安全工作具体到事、落实到岗、明确到
人，确保审查调查安全。

压紧压实主体责任。成华区纪委监委建立《纪
检监察安全责任制》《谈话对象风险评估制度》《审查
调查工作纪律“十不准”》、“手递手交接”等制度机
制，加强对审查调查人员的教育管理和监督。审查
调查人员严格按照审查调查和谈话方案开展工作，
并与市第六人民医院建立起执纪审查医疗保障联动
机制，为执纪审查安全开辟了医护“绿色通道”。

依纪依法审查调查。成华区纪委监委依据省、

市纪委监委工作规则，构建12项调查措施规范使用
机制，对线索处置、谈话函询、初步核实等进行流程
再造。“要确保每个案件、每个环节都对照流程执行、
对照检查、对照整改，推动审查调查措施各个环节依
法依纪规范运行。”案件监督管理室主任苏军说。

纪法衔接有序有力。成华区纪委监委制定《案
件审理工作规程（试行）》，分类明确党纪案件、政务
案件定性处分指导原则和尺度标准。纪委监委合署
办公以来，共使用谈话场所210余人次，使用审查调
查各项措施共计430余次。

截至11月份，成华区共立案审查调查112件115
人，采用留置措施3人，移送司法起诉7人，既保证审查
调查对象安全，也保障涉案人员安全，实现“零事故”。

华西都市报讯（张艳 记者 曹笑）“李组长，10
月 26日是我老母亲八十大寿，她辛苦了一辈子，
我想在那天邀请同事们一起吃顿饭，也算是给她
老人家祝贺一下。借此机会跟您汇报一下，您看
行不行？”

“你有这份孝心值得肯定，但是按照婚丧喜庆事
宜相关规定，父母寿宴只能邀请近亲属，不能邀请同
事和管理服务对象，你作为党员干部，要带头执行相
关规定，可不能‘变相请客’。”

这是近日古蔺县纪委监委派驻县委宣传部纪检
监察组组长李伟，与一名党员干部进行廉政谈话时
的一幕场景。谈及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时，李伟发现
其要为老母亲办寿宴席，并想邀请近亲属以外人员

参加，立即对其进行提醒，防止违纪行为的发生。
日前，古蔺县纪委监委各派驻纪检监察组抽取

部分重点监督单位，对中层以上干部开展廉政提醒
谈话，进一步增强党员干部廉洁自律意识。谈话内
容围绕中层干部履职情况、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
制情况、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情况等方面，突出重
点，传导压力，对谈话发现的违纪苗头进行廉政提
醒。今年以来，15个派驻纪检监察组已开展廉政谈
话160余人次。

“我们从关爱、提醒党员干部的角度出发，开展
廉政提醒谈话，使大家牢固树立纪律规矩意识，自觉
遵守各项规章制度，切实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古
蔺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牟伟介绍道。

成华区：审查调查全过程制度约束 古蔺县：对驻在部门开展廉政提醒谈话

马尔康 晴 -5-10℃ 晴 -6-12℃
康定 多云 -4-5℃ 晴 -5-5℃
西昌 晴 7-19℃ 晴 8-20℃
攀枝花 晴 9-23℃ 晴 11-23℃
广元 多云转小雨 2-8℃ 小雨 1-5℃
绵阳 晴转小雨 4-11℃ 小雨 4-7℃
遂宁 小雨 5-9℃ 小雨 4-7℃
德阳 晴转小雨 3-10℃ 小雨 2-6℃
雅安 阴转小雨 4-9℃ 小雨 3-6℃
乐山 多云转小雨 5-10℃ 小雨 4-8℃
眉山 晴转小雨 5-10℃ 阴转小雨 4-8℃
资阳 多云转小雨 5-10℃ 小雨 4-8℃
内江 阴转小雨 5-10℃ 小雨 4-8℃
自贡 阴转小雨 6-10℃ 小雨 5-8℃
宜宾 小雨 5-9℃ 小雨 4-8℃
泸州 小雨 6-11℃ 小雨 5-8℃
南充 小雨 5-9℃ 小雨 4-7℃
广安 小雨 6-9℃ 小雨 5-8℃
巴中 小雨 4-9℃ 小雨 2-6℃
达州 小雨 4-9℃ 小雨 4-7℃

“你策马而来，从红墙古刹到远牧
帐篷，你用脚步印下法治的文明！每一
种信仰都以法为规，每一位公民都守而
成律。湛湛青天下，你播种了高原吉祥
的 花 季 ！”这 是 4 日 晚 间 播 出 的

“CCTV2018年度法治人物颁奖礼”上，
对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
县委政法委副书记陈德明的颁奖词，他
是今年四川省获此项殊荣的唯一一人。

阿坝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位
于川甘青三省交汇处。1988年，陈德明
被分配到阿坝县一法院当一名书记员；
1990年，他调往阿坝县政法委工作，一
干就是28年。工作的近30年间，怀着
对法治的信仰，陈德明妥善处理了20多
起规模性群体事件，让这里成为一条

“平安走廊”。
工作近30年来，他见证了当地民众

的可喜变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家
的法治意识很淡薄，这么多年的政法工
作干下来，老百姓学会了用法律来保护
自己的权益，遇到问题问题懂得了如何
通过合法途径解决。”陈德明说。

多年来，身边的同事换了一批又一
批，同事们对他的称呼从小陈变成了老
陈，但陈德明凭着对政法工作的热爱，
选择了在阿坝县扎根。由于经常下基
层，陈德明和家人一起的时间少之又
少。“我心里还是对家人有愧疚的，这么
多年来，不说全部是五加二、白加黑的
工作模式，至少说自己没有过一个完整
的周末，国家的公休假期也很少和家人

聚在一起。”
今年52岁的陈德明，现任阿坝县委

政法委副书记。在藏区政法战线工作
30年，期间28年在县委政法委工作，先
后20余次被省州县评为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政法干警、普法先进个人等，多次
被记功嘉奖。

陈德明说：“能够获得全国法治人
物，这是我人生中的最高荣誉，确实非
常荣幸，非常激动。”他表示，获此殊荣，
不仅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责任，不仅
是一种肯定，更是一种鞭策。自己将把
荣誉作为新的起点，作为倍加珍惜、倍
加努力的精神动力和支柱，努力做好本
职工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钟晓璐

这两天银杏纷飞，整个成都都换上
金灿灿的色彩。你以为冬天的成都就
只有银杏？近郊的梅花、菊花，都已开
始争相斗艳啦。从大伙儿熟悉的新津、
金堂，再到温江等地，“满园花香+川西
林盘”的景色，让成都近郊再度成为“网
红”打卡必去地。

据了解，成都还将持续深入推进农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努力让形态、业
态、生态“三态”融合和农商文旅体“五
维联动”，打造现代农业新名片。

赏菊关不住的满园色彩

大多数人印象里，进入冬季百花尽
销，但在成都，可就不同了。比如近郊

的新津永商镇的花舞人间景区，就有色
彩缤纷的菊花，为大地增添一抹亮色，
再度成为周末近郊游的“打卡地”。

红的、黄的、粉的、白的……当前，
各种颜色的菊花，已经漫山绽放，盛景
空前。当然，除了大片菊花外，这里还
有网红粉黛花海、百合花、以及枫叶林

等景观，流连芬芳花海与川西林盘之
间，让你拍不停。

除此之外，位于成都金堂的玉皇山
景区，同样是金菊漫山。据了解，这里
的可是上千亩的菊花山林，观赏菊达到
数百种。穿梭健身步道，登高望远，闻
香洗肺，说不定还能遇上身穿汉服的亮

丽身影。在这里，除了观赏菊花外，大
伙儿还能买到菊花茶等制品。

观梅近郊、城区梅花地图来了

梅花遇上川派盆景，会发生怎样的反
应？对此，记者打探到成都近郊、城区的
资格赏梅地。在都江堰天马镇建华村琥
珀腊梅园，你总能找到一款心仪的梅花。

据该梅园的主人饶女士介绍，该园
是中国梅花腊梅协会四川分会的成员，
同时也是四川省农科院腊梅品种采集
园，拥有近百个腊梅品种。当下正是腊
梅的早花开放，这处近百亩的梅花园，
腊梅品种多达数十种，“最近来玩的市
民，平均每天都能达到上千人，周围还
能户外烧烤、品茗休闲……”

如果不想出城去，你还可以在人民
公园、望江楼公园、塔子山公园等地，带
上家人赏花、喝茶、摆龙门阵，也将是一
番惬意的体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力

成都梅菊正芬芳周末近郊游地图来了

扎根高原30年的基层普法者
阿坝县政法委陈德明

荣膺CCTV2018年度十大法治人物

业主称，小区
2014 年交的房，
2016年便出现外
墙砖脱落，2017
年则发生了掉落
伤人的事情。至
今，仍有楼栋墙面
存在不同程度的
空鼓和翘皮。

毛先生依旧后怕。
3日下午，成都天府新区麓山大道一小区，毛先生岳母带孩子去打疫苗，走

在小区内却被脱落的外墙砖砸中，事发时老人一把将孩子护在身下，孩子无外
伤，但她却被砸伤住院。

据了解，该小区外墙砖脱落砸中业主的事并非首次，2017年就出现过类似
情况，而外墙砖脱落问题可追溯至2016年。12月4日，不少小区业主再次走进
物业办公室，对外墙砖修复等问题进行交涉，希望通过物业联系上开发商，彻
底解决这个“悬”在头顶的大问题。

小 区 外 墙 砖 脱 落 再 伤 人

飞来之祸 送娃途中被砸伤住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韩雨霁杨力
摄影报道

“外墙砖脱落，31栋有老人出事
了。”3日下午2点，正在上班的毛先生
看到小区洛森堡·映山业主群里的一
则消息，说是有老人被脱落的外墙砖
砸伤了。再仔细看图片，发现受伤老
人正是自己56岁的岳母。

当天下午，岳母准备带外孙去医
院打疫苗，没想到刚下楼就被脱落的
外墙砖砸中。“目击者说，外墙砖是从
30幢楼掉下的，当时岳母把孩子护在
身下，孩子才安然无事，但岳母被砸伤
住院了。”毛先生说。

“事发后，物业将她送往医院治
疗。”他说，医生初步检查为外伤，是否
颅内出血还需观察。谈及此，毛先生
既生气又后怕，“小区内发生外墙砖脱
落已不是一两起了，害得大家走在路

上都担惊受怕。”他说，从出事地点来
看，岳母已尽量挨着道路外侧在走，没
想到还是遭遇了天降横祸。

悬顶之患
何时根除

不是新问题

“从 2016 年
开始，物业就在发
布施工公告，但每
次都是掉一处补
一处。”业主指出，
该小区多幢楼体
外墙，都有过深浅
不一修补的痕迹。

仍用老办法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悬顶之患 外墙砖问题持续近3年
气愤的不只是毛先生一家。一提

到小区外墙砖脱落，不少业主甚为不
满。“我们小区是2014年交的房，没住
几年，很多楼栋都出现过外墙砖脱
落。”小区业主吕女士说，去年就有一
名业主被砸到了。

因外墙砖脱落而存在极大安全隐
患，业主们也就此多次向物业反映。

“从2016年开始，物业就在发布施工
公告，但每次都是掉一处补一处，根本
没有彻底解决问题。”

4日下午 6时许，记者来到该小

区。在业主指引下，可以看到，前一天
脱落的外墙砖已被补起。除了此处
外，该小区多幢楼体外墙，都有过深浅
不一修补的痕迹。有眼尖的业主，还
发现小区29幢、30幢等墙体，仍有不
同程度的空鼓和翘皮。

“我们常在小区微信群交流。”业
主朱女士说，有关外墙砖脱落问题，这
两天就有多达千余条讨论，“我们建议
开发商——成都旭和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把外墙铲掉重做，彻底解决掉落
问题。”

物业回应 一直在与开发商沟通解决

随后，记者跟随业主走进小区物
业中心。有物业工作人员称，在2016
年左右，就发现有外墙砖脱落情况。
为了保障业主安全，物业派了专人巡
逻，一旦发现有外墙空鼓、脱落情况，
会及时联系开发商安排人员来修补。

该工作人员说，为了解决外墙砖脱
落问题，物业方也一直在与开发商沟
通。“根据其他小区经验，彻底解决的方
法还是要把外墙砖全部铲下，再重做。”

此外，也有业主质疑，外墙砖脱落
问题，在质保期内就没得到彻底的解
决，“这么多年过去，难道是想动用公
共维修基金处理吗？”针对该质疑，5日
下午，根据物业提供的电话，记者多次
拨打该小区开发商相关人员电话，但
截至发稿也未能取得联系。

该小区悬顶之困该如何解决，业
主又该如何维权？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将持续予以关注。

小区外墙砖脱落砸伤业主。

陈德明

成都银杏纷飞时,梅菊正芬芳。

业主所拍到的此前脱落的墙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