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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7时）
AQI指数 83 空气质量 良
优：广元、西昌、马尔康、康定
良：自贡、遂宁、德阳、资阳、巴中、眉山、广
安、攀枝花、雅安、南充、绵阳、宜宾、达州
轻度污染：内江、泸州、乐山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3—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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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南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东北大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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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日空气质量预报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月18日开奖结果

C2 11

吴冰清

18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7 星 彩 第 19008 期 全 国 销 售
14883456元。开奖号码：8739547，一等奖1
注，单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12注，单注奖金
32216元；三等奖191注，单注奖金1800元。
8651576.7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018 期 全 国 销 售
17404128元。开奖号码：170。直选全国中奖
3229（四川136）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
全国中奖8294（四川533）注，单注奖金173
元。9301229.3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018 期 全 国 销 售
12955618元。开奖号码：17028。一等奖
56注，单注奖金10万元。201396036.64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 19006 期全国销售
27284702元。开奖号码：31331333301033，
一等奖全国中奖151（四川5）注，二等奖全
国中奖3082（四川127）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006期全国销售
18284354元。开奖号码：31331333301033，全
国中奖15408（四川851）注。

足球 4场进球第 19010 期全国销售
1038530元。开奖号码：21313102，全国中
奖75（四川4）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3月
19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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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9日至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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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上午，成都大喜时代剧场将演
出动漫亲子互动儿童舞台剧《猪猪侠之时间
去哪儿》；

1月20日下午，成都锦江剧场将演出川
剧《目连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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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27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举办
《国乐盛典2019新春音乐会》；

1月30日至31日晚，四川锦城艺术宫
将演出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

2月24日下午，成都锦江剧场将演出川
剧《卓文君》。

“被议政单位——屏山县住建城管
局获‘满意’19票、‘不满意’7票……”
随着“委员议政”电视访谈测评结果的
宣布，因“县住建城管局履职不力”造成
的宜宾屏山县城临街餐馆油烟直排扰
民问题，成为该县政协与县纪委各司其
职、协力解决的第一个民生问题。

现场议政结束，屏山县纪委迅即启
动跟踪问责程序。很快，油烟扰民问题
得到了有效解决，群众纷纷点赞。

“委员议政”主题，是前期屏山县政
协、屏山县纪委围绕党风廉政建设热点
问题调研后共同确定的。

1月18日，记者获悉：纪委专责监
督与政协民主监督协同发力，护航经济
社会发展，成为宜宾一大亮点。

宜宾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
委主任唐浪生认为：“探索纪委专责监
督与政协民主监督协调互动的实现途
径，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也有待深入

探索的重要课题。”

纪委：形成监督合力
唐浪生介绍，从近年来巡视巡察、

执纪监督、审查调查中发现的问题看，
基层监督体系还存在“责任主体不清”

“信息协调不畅”“日常监督缺位”“机制
保障不力”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需
要进一步拓展监督渠道，形成协调配
套、系统集成的监督体系。

2018年5月，宜宾出台《关于加强
市纪委专责监督与市政协民主监督工
作协作配合的意见》（简称《意见》），对
加强纪委专责监督与政协民主监督协
作配合的工作内容、工作举措、保障措
施等，作出了明确规定。“这让政协民主
监督与纪委专责监督协作配合有章可
循，既各司其职、信息互通，又协调联
动、形成合力。”

2018年6月，宜宾市纪委启动扶

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屏
山县逐一对22个扶贫专项主责部门履
职情况，开展督查和问题线索摸排。一
名县政协委员质疑：“龙华镇新农村原
村主任助理违规截留、挪用山油茶项目
种苗采购补助资金，县级主责部门是否
存在监管责任缺失问题？”屏山县纪委
为此组织专项核查，发现县扶贫移民局
干部李某某等4人，在扶贫资金管理使
用中因审核把关不严，导致违规截留、
挪用问题发生。之后，李某某等4人分
别受到诫勉或批评教育处理。

政协：增强监督实效
“只有构建各司其职、优势互补、协

调联动的监督体系，才能形成监督合
力，增强监督实效。”宜宾市政协党组
书记、主席吕晓莉认为，将政协民主监
督与纪委专责监督相结合，是提升监督
实效的有力举措，也是促进党风廉政建

设有效开展的必然选择。
吕晓莉证实，《意见》出台后短短几

个月，根据协作监督的共同目标任务，
宜宾市政协党组、市纪委联合开展党风
廉政建设热点难点问题专题调研，发放
调研问卷205份，收集意见建议25条。

“同时，市、县（区）政协向市、县（区）纪
委推荐了136名政协机关干部、政协委员
作为特邀监督员、政风行风评议督导员。”
吕晓莉希望，这136名干部，能为干部作
风督查、扶贫领域突出问题专项督查、政
风行风民主评议督导等工作献计献策。

据悉，宜宾的“纪委专责监督与政
协民主监督”，已组织开展扶贫领域腐
败和作风问题专项督查10次，暗访督
查贫困村186个、非贫困村129个，收
集问题和线索321条，提出整改意见
234条，解决具体问题321个。

黎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笑牛建平

“纪委专责监督+政协民主监督”
宜宾探索监督新模式成亮点

成都交警夜查酒驾
1小时内4人被逮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何方迪）1月18日
凌晨，成都交警六分局四大队民警在红星路
南延线突击开展酒驾整治行动，1小时不
到，就查获4名男子涉嫌饮酒后驾驶机动
车，其中1名驾驶员还是醉驾，将面临6个月
拘役并处罚金。

18日凌晨1时53分，民警对一辆小型普
通客车进行检查，经呼气式酒精测试，驾驶
员傅某血液中酒精含量高达168毫克/100
毫升，属于醉驾。按照相关规定，民警将傅
某带至医院进行抽血检验。

最终，傅某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警方刑
拘，将面临6个月拘役并处罚金。这个春节，
他只能在拘留所里过了。

< 现状 >
“半百比”经济时代来临

四川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超过
50%；科技对经济的贡献早已超过
50%；服务业增加值超过 2 万亿元、
占全省地区生产总值比重首次超过
50%；消费对经济的拉动达到 50%；
累计新增企业 5.3 万家、外商投资企
业占全省的49%，也接近了50%……

这些数据表明，四川已经进入了一
个“半百比”经济时代。

“从各种数据看，我们都超过了
50%。当实现了半百比后，一个地方最
大的变化，就是经济建设步入新阶段。”
李后强说。

四川已经处在新的发展阶段上，
这种新阶段体现在交通新规模、开放
新水平、产业新组合、体制新再造、科
技新贡献、战略新设计、经济新能级
等等。在李后强看来，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到了很多数据，但四川地区生产
总值迈上4万亿台阶，是内外力共同
作用的结果。

< 动力 >
开放与创新共同着力

“内力是四川近年来不断的创新发
展，外力则是不断提升的对外开放能力
水平。”李后强解释道。

而所谓内力，是四川在科技、文化、
经济等领域不断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创
新而形成的。这其中就包括四川提出
的“5+1”现代产业体系。李后强认为，
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先进材
料、能源化工等五大产业，是四川经济
发展的五驾马车，它们同时又在数字经
济的渗透、催化下，内部形成化学反
应。从传统产业到现代产业，四川的产
业链条形成得比较好，链条之间有协同
效应。

再谈到外力，过去一年，四川的水
陆空、铁公机都取得了不错成绩。如川
藏铁路成雅段、成蒲铁路和巴陕、雅康
高速建成通车，全省建成高速公路达
7238公里，开行国际班列2600多列，
国际（地区）航线新开通10条、达114
条，双流国际机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
5000万人次等。

“从‘蜀道难’到‘蜀道通’，交通的
通达，促进了开放性经济的发展，外来
的生产要素与本地的资源结合了起来，
本地的潜力和能量释放出来了。”2018
年，落户四川的世界500强企业新增
16家、达347家；引进到位国内省外资
金突破万亿元，实际到位外资增长
10%，货物进出口额增长30%，与“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地区）进出口增长
28%。

“这些都是四川开放的结果。”李后
强说。

< 未来 >
或将两年迈上一个万亿台阶

四川地区生产总值，2007年突破1
万亿元，2011年突破2万亿元，2015年
突破3万亿元，而2018年突破4万亿，
首次实现3年迈上一个万亿台阶。

在李后强看来，这个数据释放了一
个强烈的信号。“四川经济如今是实现
了化学反应，下一步即将进入‘核反应’
阶段了。”他估计，“可能不久之后，会两
年迈上一个万亿台阶，甚至是一年迈上
一个万亿台阶。”

去年省委提出构建“一干多支、五
区协同”的区域协调发展格局和“四向
拓展、全域开放”的立体全面开放新态
势。在李后强看来，构建区域协同发展
和立体全面开放新格局，就正好适应四
川发展新阶段。

“过去，这些要素资源大多流向成
都，而在新战略下，它们都将涌进‘多
支’，涌向二三级城市以及农村。”李后
强说，很多城里的生产要素如工商资
本、人才等的再次下乡，已经悄然开
始。而这些要素的流动，有助于乡村
振兴战略的推动，四川的二三级城市
也将迎来更多的发展机遇，李后强建
议这些地方需要更加重视营商环境、
政务环境、交通等软硬件条件的打造，
以吸引更多优质的生产要素涌进来。

“四川巨大的潜力正在不断地释
放，作为四川人感到很骄傲。”这位专家
型的人大代表对四川未来的发展充满
了信心。

义卖资助学子 预计筹款80万
据马老女儿马万梅介绍，此次展览

的部分作品是马老刚刚完成的新作。
虽已逾百岁高龄，但马老的笔墨依然苍
劲有力、韵味悠长，显示出旺盛的艺术
生命力。本次展览将持续到 1月 28
日，义卖活动所募集的资金，仍将捐赠
给四川大学教育基金会，以马识途文学
奖的形式，资助四川大学热爱文学、有
文学才华的优秀寒门学子。

据成都诗婢家美术馆赵馆长介绍，
马老的这些作品每件平均价格不到一
万元，大多是一件五千到八千元不等，
展览开幕前已有三分之一被预订，开幕
当天累计售卖过半。“105件作品预计
能筹款80万元。”

马老的女儿吴翠兰、马万梅，儿子
马建生以及外孙等家属来到展览开幕
式现场。吴翠兰介绍，马老“身体健康
状况很好。他也非常想出席这次活动，
但保健医生建议他最好少出门，毕竟

105岁高龄了，而且最近天气严寒，流
感比较普遍。所以他就没来现场。”

作品博采众美 富有现代感
省作协副主席伍立杨代表省作协

对马老书法展的举办表示热烈祝贺，他
高度评价了马老书法与人格的高度统
一，“对于悠久历史的凝望传承，使得马
老书法作品博采众美，自成一家。他身
体力行，以诗为魂、以书为骨，作品体式
伟岸，而又格调高逸。从这次展览，我
们不难窥见韵味深长而富有现代感的
典雅书风，以及传神笔墨所蕴涵的明月
入怀的恢廓胸襟。马老身上所体现的
云水风度、松柏气节，学高堪作师表，身
正可为垂范。”

虽然未现场出席，但马老特别为本
次书画展写了题跋《写字人语》，并落款

“百零五岁叟 马识途敬启”。
此次展览还展出了马老于2019年

元旦节最新创作的“福”“寿““康”“乐”
书法作品。在展览中亮相的还有马老
新书《凌云苍松——马识途105岁书法
作品集》。

凌云
苍松

105岁马识途书法义卖资助寒门学子
书法展开幕当天累计售出过半

1月18日，“凌云苍松——105岁马
识途书法展”在成都诗婢家美术馆开
幕。省文联主席郑晓幸，省作协副主
席、著名作家伍立杨等文化界人士，设
立马识途文学奖的川大教育基金会相
关负责人，展览策划方相关人士出席活
动。郑晓幸和伍立杨先后上台发言，高
度评价了马老的书法艺术成就和文学
成果。大家一致向刚刚走进105岁的
马老表达了美好祝愿：“何止于米，相期
以茶。祝福马老松鹤长春。”省作协主
席、作家阿来委托工作人员送来鲜花，
对马老书法展开幕表示祝贺。

本次展出的书法作品共105件，包
括马老近年来创作的缅怀、抒情、励志
名言、楹联以及短文作品，蕴含其独特
的审美情趣、文化气息和人格修养。

省人大代表、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后强：

四川经济““半百比半百比””时代来临时代来临
未来或将两年迈上一个万亿台阶

距离省政府工作报告“晒”出
2018 年发展成绩单已经四天了，“4
万亿”这个数据仍让不少代表“念
念不忘”。

“预计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超过
4 万亿元、增长 8%。”回顾过去多年
四川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曲线，
2007 年突破 1 万亿元，2011 年突破 2
万亿元，2015 年突破 3 万亿元。而
2018 年的这个数据，代表着四川首
次实现 3 年迈上一个万亿台阶，经
济强省建设迈出了新步伐。

“进入四万亿元俱乐部，这是
一个标志性的转折，是一个强烈的
信号。”1 月 18 日，省人大代表、省
社科院党委书记、教授李后强提起
这个数据，语调中仍然难掩激动。

在李后强看来，这是多年来四
川经济发展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显
著标志。站在新的起点，“四川经
济将会加速发展，未来极有可能两
年就上一个万亿台阶。”

封
面

四川两会

会客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 摄影雷远东

省人大代表、省社科院党委书记李后强教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杰 摄影报道

马识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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