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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成都（16时）
AQI指数 83 空气质量 良
优：康定、马尔康、雅安、广元
良：眉山、遂宁、自贡、泸州、南充、乐山、巴
中、绵阳、宜宾、攀枝花、内江、广安、达州、
资阳、西昌、德阳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6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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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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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日空气质量预报

27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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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3月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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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至14日，成都国际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博 览 园 将 举 办
2019Creamfields奶油田电音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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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6日至28日，成都国际非物质
文化遗产博览园将举办成都超级草莓音
乐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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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祸从口出”，但有时，
“祸”也因口而起。

3 月 27 日，成都市武侯区
“郭家桥口腔诊所”门前，几个拿着诊
疗单、缴费单等票据的患者，望着眼前
仅剩一块招牌的诊所大门，脸上透露
着无奈：该诊所老板已经“失联”了很
久，但他们的牙齿矫正手术却还没做
完。

原来，这些患者从去年开始，就在
这家诊所进行牙齿正畸手术，手术费
用 1 万至 2 万元不等，收费周期为两
年。不料，今年3月份，患者打算再来
矫正牙齿时，却发现该诊所已人去楼
空，老板也联系不上了。

患者牙还没医好
诊所却关门联系不上

患者杨女士是四川某高校研究
生，她觉得自己牙齿长得不那么整齐，
两颗虎牙影响美观，于是在2018年3
月份，在该诊所以正畸费10500元、修
复费100元和材料费400元的价格，
进行“牙齿正畸”手术，收费周期为两
年。

杨女士本以为，待牙齿正畸完成，
自己就可以露齿开怀大笑了。谁知今
年3月份，她收到诊所“前台经理”发
来的短信，说诊所已关门了，这让她很
是意外。

“我随后拨打诊所电话，发现已打
不通，老板也迟迟联系不上。”杨女士
说，在这之前，她在诊所做过几个疗
程，其间诊所频繁更换主治医生，加上
矫正效果不理想，就想办理退费，却迟
迟未能解决，“现在我的牙齿疗程还没
做完，老板就跑路了，太不负责任了。”

与杨女士有同样遭遇的，还有10
多名患者，他们组成了一个维权群，打
算讨回自己的损失，“目前能联系上的
都联系了，也跟市场监管部门、派出所
反映过，但都没有办法。”据杨女士称，
他们给这些部门反映后，被告知诊所
已给他们进行过治疗，只有找到诊所
老板进行协商才能解决。

诊所拖欠员工工资
还有10多万元房租未付

杨女士说，目前他们联系不上诊
所老板，“打电话不接、发短信不回，跟
人间蒸发了一样！”

患者称，该诊所前身为“华美牙
科”，之后更名为现在的“郭家桥口腔
诊所”，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者是一名姓
洪的医师，但实际负责人姓傅。“具体
更名日期不知是什么时候。”随后，记
者多次致电诊所负责人傅先生，却始
终未接通。

该诊所“前台经理”周女士告诉记
者，目前她已在另外一家单位上班，诊
所还拖欠她半年、将近 3 万元的工
资。“我是从去年3月份到这家诊所上
班的，和老板认识，目前也联系不上
他。店内大概有八九名员工的工资还
没发，社保也没转，很麻烦！”

据该诊所房东罗先生称，他现
在要收回房子，诊所老板还拖欠着
10多万元的租金没有付，也联系不
上，“之前房子租给华美牙科已 10
多年，和患者相比，我可能才是最大
的受害者。”

与此同时，在诊所门口，装修工人
正在拆卸店内的设施，准备重新装潢，
除了仅剩的一块招牌，诊所一片狼藉。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显
示，该诊所已于2019年3月25日被武
侯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列入经营
异常名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失联”的口腔诊所。

杨女士在这家诊所作牙齿正畸手术。

“北京培训，实习工资每月8600
元，转正后每月 13000 元。”正是这
则安保人员招聘广告，吸引了李先
生不远千里从重庆赶到成都再辗转
到北京，干了 20 多天安保，谁料回
成都后雇主却人去楼空，不见踪
影。李先生等人陷入了讨薪无门的
尴尬境地。

今年初，重庆人李先生从招聘网
站看到一则招聘启事：“墓地陵园、使
馆区特勤，工资5800元一个月；殡仪
馆、太平间，每月工资 8600 元至
13000元，主要负责巡逻值班、进出人
员登记和消防安全检查。”

这则招聘的背后特别注明“单位

直聘，无任何费用，工作地点：成都”。
李先生被招聘吸引了，按照上面的面
试地址和时间，从重庆赶到成都接受
面试。

和李先生一起面试的，还有辽宁
人艾先生。艾先生告诉记者，面试地
点在成都市温江区一写字楼内，“一男
两女，男的被称为吕主任，操东北口
音。他介绍招聘方是北京某物业管理
有限公司分公司。”面试内容很简单，
对方只问了有无犯罪记录、有无疾病
史便顺利让艾先生等人过关。

面试成功后，吕主任提出需到北
京培训和实习。“实习内容是在北京
做安保，地点包括车站、鸟巢、八达

岭长城等。”吕主任还承诺实习期间
李先生等人的工资照发，每月共计
8600元。

带着憧憬，2月底，李先生等人坐
上了前往北京的火车。到达北京后，
一名自称李经理的人接待了他们。
在北京的20多天，除培训之外，李先
生更多的是站岗执勤，地点遍布北京
热门景点，时间是每天早上7点到下
午5点。

20多天培训结束后，3月20日，
李先生等人如约回到成都。按照先前
约定，他们去找吕主任兑现承诺，结果
却傻眼了：他们当时应聘的写字楼内
已人去楼空，不见人影。“物业说他们

早就搬走了。”经电话联系后，吕主任
称“必须要填一份表，才能安排工作。”
说好的8600元实习工资，李先生等人
也未拿到。

记者注意到，这份表格叫《入职前
户籍政审证明》和《街道社区村委会证
明》。李先生说，起初对方并未要求他
们填表，他要求回成都后便安排工作，
但对方态度含含糊糊，只是强调“等通
知”。后来吕主任干脆不回李先生微
信了。记者尝试拨打吕主任电话，也
显示无人接听。

目前，李先生等人已报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何方迪 钟晓璐

投稿世警会
设计的卡通形象获认可

2018年7月，世警会筹委办开
始征集官方LOGO设计。同事看
到这个消息后，立马告诉了吕杰。
吕杰很感兴趣，积极投入到设计
中。“世警会在成都举办，我是一名
警察，又是成都人，肯定想试试
啊。”

花了一星期左右，吕杰就设计
出了LOGO以及普警、交警、特警

和消防四个卡通形象，并向筹委办
投稿。在20多个投稿作品中，他设
计的普警和消防员卡通形象得到
了世警会筹委办的认可。

世警会筹委办经商议，决定
将吕杰设计的卡通形象作为此次
赛事项目图标。因为时间关系，
吕杰需在两周内拿出 56 个图标
的设计图稿。经过半个月的奋
战，56个卡通形象最终完成并被
用于世警会网站、宣传册等赛会
宣传平台上。

超级大乐透第 19034 期全国销售
263239739元。开奖号码：08、12、15、27、30、
01、02，一等奖基本2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
追加 0 注。二等奖基本 102 注，单注奖金
443242元，追加42注，单注奖金354593元。
三等奖273注，单注奖金10000元。本期开奖
前奖池资金高于15亿元，一、二等奖奖金按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别
规 定》分 配 ，详 见 中 国 体 彩 网 公 告 。
7043311560.7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9079期全国销售16676794
元。开奖号码：087。直选全国中奖7751（四
川1013）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
中奖 11258（四川 839）注，单注奖金 173
元。12363259.7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079期全国销售11101240
元。开奖号码：08725。一等奖62注，单注
奖金10万元。233875714.98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 19041 期全国销售
26927934元。开奖号码：30011303101313，
一等奖全国中奖1896（四川91）注，二等奖全
国中奖28459（四川1354）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041期全国销售
16364310元。开奖号码：30011303101313，全
国中奖106080（四川5948）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44期全
国 销 售 178980 元 。 开 奖 号 码 ：
113331003133，全国中奖52（四川2）注。

足球 4场进球第 19046 期全国销售
1191064元。开奖号码：11330233，全国中
奖4（四川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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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子牙齿矫正疗程未完
诊所老板疑似“卷款跑路”

出自成都80后刑警之手
8月8日至8月18日，第十
八届世界警察和消防员
运动会（简称世警会）将

在成都举行。作为世警会的吉祥
物，萌萌的“橙橙”和“嘟嘟”一经
亮相，就深得大家喜爱。

3月2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采访了吉祥物的设计者
吕杰。35 岁的他是成都市公安
局新都区分局刑警大队民警，工
作之余酷爱绘画。吕杰曾学过两
年园林景观设计，从警后，便将绘
画的爱好运用到工作中。

多年来，吕杰绘制了诸多公
安系列的卡通作品，在成都警界
小有名气。他不仅设计了 2019
世警会吉祥物的卡通形象平面
图，而且世警会56个比赛项目的
卡通形象也出自他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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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萌 世警会吉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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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杰设计的2019世警会吉祥物深受大家喜爱。

实习20多天人钱两空
这群安保小哥很受伤

受邀设计吉祥物
一周设计出“橙橙”“嘟嘟”

因设计能力出众，吕杰随后再
次被邀请设计本届世警会的吉祥物

“橙橙”和“嘟嘟”。前期，世警会吉
祥物仅有基本的熊猫雏形，没有真
正意义上的吉祥物。为了尽快确定
赛会吉祥物，世警会筹委办希望吕
杰能结合几大元素：警察和消防员
身份、熊猫、运动会来展开设计。在
多方支持和建议下，吕杰多次修改
作品，反复调试，仅仅一周便设计出
了“橙橙”和“嘟嘟”形象。

“橙橙”是一只身穿消防员服装
的熊猫，“嘟嘟”则是身穿普警服装
的熊猫，憨态可掬，惹人喜爱。吕杰
介绍，“橙色代表消防员，警笛声‘嘟
嘟’则代表警察，连读就是‘成都’的
谐音。”

谈到设计初衷，吕杰说：“因为
世警会的主要参与者是警察和消
防员，所以设计了普警、交警、特警
和消防员。这次国际赛事在成都
举办，在国外选手眼中，我们的国
宝熊猫最具中国特色。”最后，他将
警察、消防员与熊猫元素相结合，
设计出了现在官网上呈现的卡通
形象。

为更好地宣传世警会，吕杰完
成这些设计后，还将卡通形象做成
了表情包、手机壁纸、手机壳、窗花
……“最近新都开通了地铁，我还专
门定制了一个公交卡，随身携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钟晓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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