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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的没醉啊！”
“警察叔叔，你们原谅我吧。”
……
途经成都市青羊区青羊大道回

家的汪女士，遇上交警夜查酒驾，她
坦承喝了2瓶啤酒，但始终强调自己

“没醉”。
3月2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从成都交警四分局获悉，从
被挡获至送医抽血检测，汪女士为
了请求交警放过，前后碎碎念了两
个小时。最终，经检测，汪女士血液
中酒精含量达120.1毫克/100毫升，
属于醉酒驾驶。目前，公安机关已
对其立案调查。

求放过：我真的没醉

3月19日晚10点25分，交警四
分局民警在成都市青羊区青羊大道
附近夜查时，一辆川A号牌的白色
沃尔沃牌汽车途经此处时被挡下检
查。“我喝了点酒。”面对民警检查，
驾驶员汪女士坦承，当晚参加聚餐

喝了两瓶啤酒，“我真的没醉，能不
能就算了？”

随后，民警使用呼气式酒精测
试仪对其进行现场呼气酒精测试。
经测试，汪女士呼出的气体中酒精
浓度为91毫克/100毫升，涉嫌醉酒
后驾驶机动车。

“我真的没有醉啊。”面对测试
结果，汪女士拒绝在检测单上签字，
不断请求民警放过她。

“我们将其带往就近的西区医
院抽血。”不过，让民警感到无奈的
是，汪女士上车后仍不停跟民警摆
龙门阵，并自信自己的酒量。“不可
能醉的，醉了肯定打出租车嘛，才10
块钱就到了。”其间，汪女士仍不停
请求民警放过，“哪个不犯点错嘛，
我承认喝了酒，你们原谅我吧。”

涉醉驾：已立案调查

经检测，汪女士血液中乙醇含量
为120.1毫克/100毫升，涉嫌醉酒后
驾驶机动车。随后，交警依法将其移

交至成都市交通管理局事故处重案
侦查大队作进一步调查处理。

据了解，已对其醉驾立案调查，
目前处于取保候审状态。同时，民
警表示，将依法吊销汪女士机动车
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

此外，据交警四分局民警介绍，
今年春节前后（1-3月），已挡获醉
酒驾驶106人。其中，女性驾驶员
10人，上周挡获5人。与去年同期
相比，女性醉驾人数上升了近

50%。对此，成都交警提醒广大驾
驶员，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力 摄影报道

据交警四分局民警介绍，今年春节前后（1-3月），已挡获
醉酒驾驶106人。其中，女性驾驶员10人，上周挡获5人。
与去年同期相比，女性醉驾人数上升了近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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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成都（16时）
AQI指数 93 空气质量 良
优：攀枝花、广元、内江、广安、达州、资阳、
马尔康、康定、西昌
良：眉山、遂宁、自贡、泸州、南充、雅安、乐
山、巴中、绵阳、宜宾
轻度污染：德阳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5—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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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日空气质量预报

26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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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3月26日开奖结果
体彩

3月29日至31日晚，成都大喜时代
剧场将演出饶晓志的严肃绅士喜剧《你
好，打劫》；

4月10日至14日，四川歌舞大剧院
将演出开心麻花2019爆笑贺岁舞台剧
《窗前不止明月光》；

4月14日，成都大喜时代剧场将演
出《我心永恒——经典影视动漫管乐视
听音乐会》；

4月13日至14日，四川锦城艺术宫
将演出“佳能炫飞·2019”英国正版引进
《小猪佩奇舞台剧（英文版）》；

4月19日至21日，四川歌舞大剧院将
演出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李茶的姑妈》；

4月21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举
办《闪闪的红星》经典红色主题试听音乐会；

5月11日晚，四川锦城艺术宫将举
办《声音的力量》名家朗诵会。

7星彩第19034期全国销售11397836
元。开奖号码：3028000，一等奖0注；二等
奖6注，单注奖金43293元；三等奖203注，单
注奖金1800元。22022228.11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排列3第19078期全国销售16269178
元。开奖号码：239。直选全国中奖3692
（四川235）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
中奖10091（四川505）注，单注奖金173元。
12992153.3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078期全国销售10962674
元。开奖号码：23926。一等奖45注，单注
奖金10万元。234636107.38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 19040 期全国销售
33560336元。开奖号码：30330033031013，
一等奖全国中奖912（四川28）注，二等奖全
国中奖22496（四川925）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040期全国销售
13639352元。开奖号码：30330033031013，
全国中奖90773（四川4626）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43全国销
售174308元。开奖号码：130000001133，全
国中奖13（四川0）注。

足 球 4 场 进 球 第 19045 全 国 销 售
1166236元。开奖号码：21231130，全国中
奖37（四川3）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5月27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马跃没有想到，参加完全省援
彝援藏干部培训后就到乐山
市金口河区报到，一去就是 3

个星期没回家，“走之前找了个幼儿
园，把小孩先安顿了。”

马跃是乐山市沙湾区委常委、区
总工会主席，到金口河后，挂职区委常
委、副区长、沙湾区第二批援彝工作队
领队——在四川省脱贫攻坚整体安排
中，45个经济较为发达区县、对口帮扶
45个贫困县，马跃是数千援彝援藏干
部中的一员。

“让村民自己当棚主”

“今年我们的思路，主要是如何在
巩固脱贫成效的基础上‘接力’乡村振
兴，特别是在产业发展上。”马跃说。

今年的项目里，马跃比较看重高
山食用菌基地。

食用菌在当地是一个比较成熟的
产业，有一定的基础，也有稳定的销售
渠道。以前村民只是通过务工获取收
入，现在工作队正在探索一种模式：把
对口帮扶资金注入村集体经济作为产
业发展引导基金，免息借给村民承包
食用菌大棚，再动员企业支持一部分
成本，村民在企业技术指导下种植、采
摘、分级包装，销售后村民和企业按一
定比例分配利润，年底归还基金；第二
年后，逐年适当提高村民自付的承包
金比例，直至村民可以独立承包生产，
不但务工收入不减少，还增加了利润

分红，同时有很强的带动作用，条件成
熟了村民还可以自建、自产、自销。

“现在遇到点问题，企业觉得他们
支持的成本比例有点高，可能会影响
企业利益。这些也可以理解，我们会
进一步科学论证，和企业做好沟通，一
定让村民自己当棚主。”

2019年春节前，工作队在沙湾组
织了一场金口河特色农产品迎春展销
会。金口河参展的18家企业和贫困
户自产的近百种农产品，仅半天就一
售而空，食用菌销售尤其火爆。

“要做的事情太多，
想做的事情更多”

廖坪村，地处海拔 1500米的山
区，是金口河区脱贫攻坚“后进村”。

工作队到任后发现，开展工作没
那么容易。

“全是山地，十几亩平地都很难找
到，怎么发展产业？”

“除了小孩，常住人口年龄最小的
近50岁。”

近一个月的调研、走访、讨论后，
一套量身定制的对口帮扶方案“出炉”
了：阵地建设、产业发展、基础设施、人
居环境整治、“家庭振兴”计划、“励志
成长”行动……

封面新闻记者跟随队员到廖坪村
那天，沙湾区专场扶贫招聘会正在村
里举行，沙湾区十几家企业向咨询的

村民介绍企业和岗位情况，几十名村
民签了意向书。“接下来，企业和意向
人员会进一步对接，确定用工后实现
转移就业。”

短短3个月，村民活动广场、通组
道路建设、入户路建设、村道亮化实施
完成，工作组引导的返乡创业带头人成
立的藤椒合作社正在平整土地，队员曾
云辉介绍：“今年先布局150亩，劳动强
度不大，对土地要求不高，家门口就可
以务工，产生效益后还有分红。”

藤椒基地旁，几位身穿保洁工作
服的村民吸引了记者的目光，“今年给
廖坪安排了10个公益岗位，一个月
500块钱，主要针对没有劳动技能的
低收入家庭，既解决了群众收入，又改
善了村容村貌。”

马跃坦言：“‘硬件’容易‘软件’
难。改变村民的思想观念、提高村组
干部的治理水平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
做到，尤其是想化解因多年落后而积
累的矛盾、怨言更是不易。目前，廖坪
村只是刚实现脱贫，离乡村振兴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要做的事情太多，想做
的事情更多。”

“我们是孩子成长
最好的‘教科书’”

“后天请产业项目小组和我一起
到共安乡调研……还有，周末回乐山
看一下俞海东。”马跃给办公室打电话

安排。
俞海东，第一批工作队留任的队

员，已经在金口河工作了近3年。接
到通知时，给“大肚子”的妻子打了个
电话就来到金口河，如今孩子快两岁
了。以前车祸留下的眼疾，随着高强
度的工作越发严重，右眼从600度恶
化到几近失明。

“其实和眼睛的病相比，更多的是
对孩子的愧疚。”前段时间，组织考虑
到他的病情，准备安排俞海东轮换回
原单位时，他对马跃讲了这句话。

“队员中，85%是70、80、90后，最
大的难处是无法照顾家庭，尤其是正
需要陪伴成长的子女。”说完，马跃讲
了一件事：春节放假前的最后一天，一
名女队员提前了几个小时回家，问其
原因，她说“3个星期没回家了，两个女
儿打电话哭着说想妈妈”。做出让这
位女队员作书面检查的处理决定时，
身为两个孩子父亲的马跃，自己都觉
得有些不近人情，但谁又没有家庭？
谁又没有孩子？“父母的陪伴里，藏着
孩子的未来。虽未在身边，但我们这
段艰辛漫长援彝经历，我相信会是孩
子成长最好的‘教科书’”。

据悉，2016年以来，沙湾区先后
选派两批共57名干部，在金口河开展
援彝对口帮扶工作，累计帮助金口河
区数百贫困人口脱贫、4个省定贫困村
退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牛建平

乐山援彝干部：要做的太多想做的更多

3 月 26 日上午，一架从成都
飞往哈尔滨的国航 CA4107
次航班出现延误，原定上午

10点起飞的航班，整整延误了1小时
52 分钟。而据机上乘客反映，出现
延误的原因是飞机上实际人数比电
脑记录多了一人。因此，机上人员不
得不全体下机，清点人数后，飞机才
起飞。

航班为何“多了一个人”？

26日上午11点半，记者联系到
该航班上一名旅客穆女士（化名）。
穆女士和同事原定当天10点钟，准
备从成都飞往北京，在执行完安检、
登机手续之后，飞机却迟迟没有起
飞。机组人员告诉她们，因为飞机
上人数对不上，地勤不让飞，于是，
所有乘客被要求全部下飞机，重新
清点人数。

穆女士告诉记者，在所有旅客都

已经上了飞机的情况下，机组人员才
告知“多了一个人”，让他们重新下机
排队清点人数，“整个过程花了将近
一个半小时。”

记者通过“飞常准”APP查询发
现，当天上午，该航班确实出现了“催
促登机”的异常提醒，原定10：00出
发的航班，延误过后将于11：52起
飞，预计14：00到达北京。而航路因
素分别显示为“成都双流机场因航班
时刻安排限制、北京首都机场因机场
限制。”

随后，记者致电国航客服询问
航班具体延误原因，并未获得合理
解释。

疑问：
为了安全考虑还是疏忽大意？

事情发生后，有旅客认为，按
理说，登机前都会扫码核对登机
牌，电脑核对数据后，可以清楚看

到航班应有多少人、实际登机多少
人，应该不会出现“多一人”的情
况。而其他航班旅客，也应该无法
进入登机口。

也有旅客猜测，可能是系统出错
了，有人上了机后，人没显示登机而
已。出于安全考虑，航空公司需要对
旅客人数进行重新清点。

其实，飞机上突然“多一人”的情
况，之前也有发生。

2017年12月，一架从美国洛杉
矶飞往日本东京的NH175航班，在
起飞4小时之后，发现飞机上竟然多
了一人，顿时吓坏了机组人员。在经
过仔细调查之后，才发现是有乘客坐
错了飞机，机长按照相关规定，又返
回了洛杉矶国际机场。当时飞机上
搭载有150名乘客。经过警方初步
调查，可能是机场的登记扫描器出了
问题，导致乘客误上了飞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一号疫苗”防癌？
理疗仪治糖尿病？

这些保健品被查处了
“权健中医秘方调理，能治疗鼻炎、

腰间盘、高血压、脑梗、糖尿病。”
“这是‘一号疫苗’，口服即可预防肿

瘤、癌症、心脑血管疾病。”
“三七活血第一，可治一切血病。”
这些都是保健陷阱。
3月26日，记者从“春雷行动2019”

暨整治“保健”市场乱象百日行动新闻通
报会上获悉，从1月11日专项行动启动
以来，全省13个部门联合行动，共查处

“保健”产品案件435件。通报会上还公
布了十二个典型案例，涉及利用会议销售
等模式进行虚假宣传、虚假广告宣传、违
反保健食品相关管理规定等多个方面。

其中，遂宁市船山区恒健健康咨询
服务部，打着“一号疫苗”的旗号，售卖

“可以预防肿瘤、防癌症，对心脑血管疾
病、骨关节疾病以及各种并发症都有显
著的预防和控制效果”的胶囊，并收取了
消费者60万元的预付款。这所谓的疫
苗，其实只能辅助降血糖、辅助降血脂。

因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
之规定，构成对商品功能作虚假或引人
误解的商业宣传行为，遂宁市市场监管
局对当事人处罚款20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航班延误两小时
只因机上“多一人”？

3月19日晚，成都市青羊大道，女司机汪某涉嫌醉驾被交警挡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