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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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时）
AQI指数 92 空气质量 良
优：康定、马尔康、西昌、攀枝花
良：内江、德阳、遂宁、广安、绵阳
轻度污染：达州、眉山、巴中、雅安、南充、
自贡、广元、资阳
中度污染：宜宾、乐山、泸州

9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35—165
空气质量等级：轻度至中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大
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东北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部分
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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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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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至10日晚，俄罗斯皇家芭蕾
舞团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演出新年至
臻芭蕾舞剧《天鹅湖》；

1月11日至12日晚，成都锦城艺术
宫将上演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爷们儿》；

1月13日上下午，四川歌舞大剧院将
演出英国BBC大型互动式多媒体儿童舞
台剧《海底小纵队4：极地大探险》；

1月13日下午，成都初相遇剧场将演
出北京爆笑震撼话剧《撒谎专家》；

1月15日至16日晚，成都锦城艺术
宫将上演民族歌剧《呦呦鹿鸣》；

1月25日晚，四川交响乐团将在成都
ICON云端音乐厅奏响《肖斯塔科维奇第
十交响曲音乐会》；

1月25日至26日晚，成都大喜时代剧
场将演出西班牙弗拉门戈经典舞剧《卡门》。

7星彩第19004期全国销售10116240
元。开奖号码：4460922，一等奖0注；二等
奖8注，单注奖金32437元；三等奖125注，
单注奖金1800元。6822572.74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排列3第19008期全国销售16233066
元。开奖号码：987。直选全国中奖4338（四
川353）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
奖11300（四川760）注，单注奖金173元。
9189444.2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008 期 全 国 销 售
11043106元。开奖号码：98744。一等奖
26注，单注奖金10万元。212153584.68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 19002 期全国销售
38067134元。开奖号码：10013330310013，
一等奖全国中奖1（四川0）注，二等奖全国
中奖40（四川0）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002期全国销售
20236650元。开奖号码：10013330310013，全
国中奖323（四川20）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03期全
国 销 售 332866 元 。 开 奖 号 码 ：
110011031333，全国中奖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003期全国销售
1039256元。开奖号码：11012110，全国中
奖9（四川1）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3月
11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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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现场目击者周先生介绍，
事发地点位于乐山城区嘉兴路
美食街，时间为7日晚9时40分
许。据周先生提供的视频显示，
一辆白色小轿车从人行道上缓
缓驶出，当车辆驶入机动车道
后，不知因何停车，而后突然高
速倒车，一男子从驾驶室内被甩
了出来，两个前车轮先后碾轧其
身体，造成男子大量出血。

周先生介绍，事发时，一女
子试图拦停轿车，但被高速倒退
的车辆挂倒在地，所幸并无大
碍，她很快起身，向被碾轧的男
子走去。

事发后，在附近做生意的市
民王强（化名）与多人一起，将小
轿车从男子身上抬开。王强表
示，该男子大量失血，当时已没
有了意识。

8日上午，记者来到事发地，
发现现场仍残留少许血迹，附近
不少商户还在议论这件离奇车
祸。正对事发地的一家美容店
老板刘女士表示，事发太突然，

乐山男子倒车把自己碾死
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离奇车祸
一男子驾驶白色小车缓

缓上路，几秒后突然高速倒
回，男子被甩出驾驶室，惨遭
车轮碾轧身亡……1月7日
晚，乐山城区一美食街发生
离奇车祸。

她听到外面有人大喊“车子轧到
人了”，忙出门查看。只见一男
子倒在一辆白色轿车前车轮下，
流了很多血，“人还有点呼吸，但
已经奄奄一息了。”

附近不少商户向记者推测，
该男子可能喝了酒，出事时，驾
驶室车门并没有关严，由于他突
然高速倒车，惯性将整个人甩出
车外。不过，当记者就该细节向
乐山市交警支队直属一大队事
故中队核实时，并没有得到相关
答复。

随后，记者来到了乐山市中
医医院。经了解，该男子姓吕，
乐山市中区安谷镇人。急诊科
医生表示，吕某在被送到医院
后，医务人员对其进行了全力抢
救，但他最终仍因伤势过重不幸
去世。

记者又辗转联系到了吕某
亲友，他们表示吕某遗体已于8
日上午送至乐山市殡仪馆，事故
原因他们并不愿多提。

交警表示，目前这起事故正
在进一步调查中。

车祸发生后，周围群众抬车救人。（视频截图）

车祸事发路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李昕锋 丁伟

2018年，乐山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
作风问题专项治理的抓手，是“3+X”。

“3”，是责任落实、违纪贪腐、形式主
义和官僚主义；“X”，是乐山本地的突出
问题。2019年1月7日，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从乐山市纪委获悉，“3+X”成
效显著。

设立干部作风“红黑榜”
乐山市纪委通过监督检查，发现问

题147个，发函督办整改问题97个。
“马边近三年来已立案查处截留、

挪用、虚报套取等扶贫资金案件 26
件，处理干部27人。”乐山市纪委监委
相关负责人举例，针对农村集体“三
资”管理存在的问题，马边县农业局建
立了农村集体资产股份制改革管理系
统平台。

2017年1月，峨眉山市下发贫困
户入户道路硬化补助款。该市沙溪乡

七里村党支部书记，将不符合政策的
非贫困户入户道路，一并上报补助并
实施。“村党支部书记被党内警告处
分，其他相关责任人员均被给予党内
或政务警告处分。”相关负责人证实，
负有主体或监督监管责任的乡党委书
记、乡纪委副书记、峨眉山市扶贫移民
局副局长，被谈话诫勉。

“金口河等区县还在电视台等媒
体设立干部作风‘红黑榜’，公开曝光
纪律松散、不敢担当、责任落实不到位
的单位和个人。”相关负责人说。

作风漂浮被约谈提醒
据了解，2018年，乐山市各级纪

检监察机关共查处扶贫领域腐败和作
风问题349个，查处528人，党纪政务
处分283人。

峨边县纪委监委在实地走访中，
收集到反映：大堡镇化林村彝家新寨

风貌改造项目中，施工方未完成项目
建设，大堡镇相关领导在验收不达标
情况下，仍然报请验收通过拨款。

“峨边县纪委监委调查核实后，
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副镇长立案审查
并予以撤销党内职务处分，对时任镇
长追究主体责任，合并其他违纪问题
给予留党察看一年处分。”乐山市纪
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证实，时任峨边县
扶贫移民局分管副局长、局长因作风
漂浮，监管不力分别被谈话诫勉和约
谈提醒。

整治天保公益林补偿金
沐川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

委主任李代敏介绍，沐川整治天保公
益林补偿资金，已立案18件19人，给
予党纪政务处分14人，正在调查5件
5人，责令退赔资金56078.05元，收缴
违纪资金53267.05元。

沐川县纪委监委推出的“财易管”
平台，也因为监督效果显著，兄弟区县
纷纷上门取经。目前，沐川县纪委监
委已为该系统申请了知识产权。

沐川县纪委监委宣传部长赖红证
实，截至目前，“财易管”监管的4.2亿
资金，累计纠正错误信息2000余条，
纠正16人重复享受残疾人补贴、1人
重复享受五保金、116人违规享受移
民后扶补助问题，对3人进行了问责。

针对扶贫等领域工程建设招投标
等存在的问题，马边正在集中开展招
投标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进一步
从严规范相关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管职
责，结合扫黑除恶工作，对招投标领域
乱象背后的黑恶势力和保护伞问题进
行深挖细查。”乐山市纪委监委相关负
责人说，目前，马边已查处招投标领域
典型案件6件，处分6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牛建平

开展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

乐山“3+X”成效显著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吃
饭时间排号，不久就办好，太方便了。”
1月8日下午6点半，成都万象城负一
楼的智慧警务服务驿站，刘女士在自
助机上轻松办理了临时身份证明。

这里是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分局联
合成都市公安局交管局和成华区行政
审批局在成华区华润万象城打造的全
省首个智慧警务服务驿站。经过一个
多月的调试，8日正式开始运行。

在现场，除了人工服务窗口，还有
4台自助机，包括1台自助签注机、1
台自助照相机、2台电子眼自助办理

机、1台天府通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机，
方便群众就近自助办理便民服务事
项。市民可自助办理港澳台往返签
注；二代居民身份证换领、补证，临时
身份证明开具；驾驶证、行驶证补换
证、电子眼违章处理；公安出入境、户
籍、交警全部业务咨询。

为满足上班族、学生族的办证需
求，驿站人工服务时间为周一至周五
晚17：30-21：30，自助机器开放时间
为10：30-21：30。也就是说，下班逛
个街的功夫，就能把以上业务处理了。

除此之外，驿站还开通了二维码

自助排号服务，只需扫描二维码，即可
查看相关业务的办理指南，便于办事
群众核对自己的申办材料是否齐全。
扫描二维码自助排号后，群众可以安
心逛街、吃饭，系统将在还有3位排队
前发出通知。如群众正在逛街、购物，
不方便立即返回驿站，还可点击延后
顺位。

驿站从去年12月3日试运行到
现在，共受理各类业务3501笔，其中
接受咨询2689人次，办理车驾业务
412笔，出入境业务263笔，户政业务
72笔，天府通业务65笔。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钟晓璐）紧
急情况下不方便打电话报警怎么
办？报警时对所在位置不熟悉如何
解决？通过微信即时报警，这些问题
都可迎刃而解。

记者了解到，1月8日，成都公安
微信即时报警平台开始试运行，10日
将正式上线运行。届时，市民群众通
过“平安成都”微信公众号内110报
警板块，即可一键选择报警，微信报
警平台可定位群众报警地址，实现派
警、出警、处置的全流程跟踪，进一步
提高接处警效率。

“成都公安微信报警平台”适用四
个特殊范围报警人群使用：一是无法
描述犯罪现场情况的；二是不宜惊动
嫌疑人的；三是不清楚自身位置的；
四是有语言障碍人士需要报警的。

平台具备一键发送定位、现场视
频和图片上传、24小时在线互动受理
等强大功能。微信报警实现一键发
送定位，有利于民警第一时间找到案
发地，提升处警效率；现场视频和图
片上传功能则能够直接将现场的警
情通过语音、图片、视频方式留存，为
民警警情处置和后续调查提供便
利。目前，微信即时报警已实现24
小时在线互动受理、微信报警信息及
时核查反馈，警情受理与大家熟知的
110电话报警同步更新。

微信即时报警具有登录方便、操
作简单、功能强大、服务群众四大特
点，达到报警手段更加丰富、内容更
加全面、定位更加精准、处警更加高
效、服务更加满意的良好效果。市民
群众只需一部智能手机，就可通过以
下途径进入：微信关注“平安成都”微
信公众号或者微信扫描成都公安
110 微信报警平台二维码进入平
台。无需安装，无需卸载，非常便利。

警方温馨提示：微信报警暂时只
支持实名认证用户，暂未进行实名认
证的用户无法使用。微信报警不是
儿戏，切勿好奇使用占用公共资源，
利用微信谎报警情或恶意骚扰会受
到依法处理。

紧急情况无法打电话报警怎么办？

成都微信报警平台明日上线
具备一键发送定位、现场视频和图片上传等强大功能

微信
报警

自助
办证

全省首个智慧警务服务驿站正式运行

下班时间也能办身份证了

智慧警务服务驿站可自助办理多项业务。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钟晓璐 王祥龙
田雪皎）1月7日15时，甘孜州九龙县子
耳乡境内发生森林火灾，火场海拔高度
1600米到3200米之间，过火面积约40公
顷，距离九龙县县城约120公里。火灾发
生后，近千名救援人员赴现场处置，所幸
并无人员伤亡。

记者联系四川森林消防总队，从九龙
县灭火救援前线指挥部了解到，截至8日
晚8时，现场火势已被控制，明火基本扑
灭，目前进入火场看守。如果到9日早上
不出现复燃，本次森林火灾扑救将告捷。

火情发生后，九龙县组织子耳乡党委
政府及县森林公安局、县森林专业扑火队
共计80人开展扑救工作，紧急撤离群众6
户、32人，无人员伤亡。

8日凌晨5时，前线指挥部整合救援力
量共计1052人上山扑救，调集南方航站两
架K-32直升机参与吊桶灭火作业6次。

甘孜九龙县森林火灾
明火基本扑灭无人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