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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成都（16时）
AQI指数 35 空气质量 优
优：康定、乐山、马尔康、广元、巴中、遂宁、
西昌、雅安、绵阳、德阳、攀枝花、达州、资
阳、眉山、内江、广安、南充
良：自贡、泸州、宜宾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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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4月4日空气质量预报

4月3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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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4月3日开奖结果

体彩

4月19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
举办《四月是你的谎言》——“公生”与

“薰”的钢琴小提琴唯美经典音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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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至21日，成都大喜时代
剧场将演出饶晓志的严肃绅士喜剧《你
好，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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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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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7日至18日，锦城艺术宫将
演出阿加莎·克里斯蒂传世巨著《无人
生还》；

5月24日晚，重庆芭蕾舞团将在宜
宾市酒都剧场演出芭蕾舞剧《追寻香格
里拉》。

超级大乐透第19037期全国销售
259744189元。开奖号码：06、16、26、
33、35、04、08，一等奖基本2注，单注奖
金1000万元，追加0注。二等奖基本
597 注，单注奖金 54212 元，追加 527
注，单注奖金43369元。三等奖3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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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57878946.5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
池。

排 列 3 第 19086 期 全 国 销 售
15727812元。开奖号码：349。直选
全国中奖6566（四川379）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14746（四川
1087）注 ，单 注 奖 金 173 元 。
12588371.5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086 期 全 国 销 售
10833104元。开奖号码：34930。一
等 奖 12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39760954.1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6
月3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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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明用人导向
公务员招录需2年基层经历

省级机关除急需紧缺专业选调生
和个别特殊职位外，全部招录具有2年
及以上基层工作经历人员；市级机关应
拿出专门名额从具有2年及以上基层工
作经历人员中招录；无基层工作经历
的，录用后5年内须安排到基层锻炼2
年。

省属、市属事业单位除公开招聘硕
士及以上人员、按规定考核招聘及由组
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统一组团赴
外引进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人才外，公开
招聘其他专业技术和管理岗位人员，原
则上应从具有2年及以上基层工作经历
的人员中招聘；确因工作需要的，经同
级主管部门批准后，可面向应届毕业生
公开招聘，聘用后5年内须安排到基层
锻炼2年。

改进考录工作
降低基层公务员考录门槛

加大从“双一流”高校定向选调引
进急需紧缺专业优秀毕业生工作力度。

降低基层公务员考录门槛，经省级
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民族地区、艰苦
边远地区和贫困县可结合实际适当放
宽学历条件、专业限制、年龄条件等，必
要时可单独招考或不设开考比例。

鼓励支持通过聘任制方式引进急
需紧缺专业人才，聘期满5年且符合条
件的，经省级公务员主管部门批准，可
转为委任制公务员。

加大从大学生服务基层项目人员
中定向考录基层公务员力度，每年定向
考录比例一般应达到当年公务员考录
计划的15%左右，其中定向考录乡镇公
务员的比例一般应达到30%；大学生服
务基层项目人员较少的地方可适当降
低比例，但考录数量不低于当年服务期
满人数的10%。

完善基层招聘
放宽基层事业单位招聘条件

放宽考核招聘条件，民族地区、艰
苦边远地区、贫困县和革命老区县的
县、乡事业单位考核招聘专业技术人员

的学历条件，可结合实际分别放宽到本
科、大专。

鼓励基层采取特设岗位方式引进
高层次和急需紧缺专业人才，其在乡镇
所聘岗位等级可放宽至专业技术八级，
不受单位岗位总量、结构比例限制。

鼓励大学生服务基层项目人员留
在当地，对服务期满、考核合格的，可直
接考核招聘到服务所在县（市、区）的乡
镇事业单位；在民族地区、艰苦边远地
区和贫困县服务的，可直接考核招聘到
服务所在县（市、区）的县、乡事业单位。

推行柔性引才
设立“候鸟型”人才工作站

鼓励基层各类用人单位设立“候鸟
型”人才工作站，推行双向兼职、联合聘
用、交叉任职、短期服务、技术入股、人
才驿站等引才用才模式。

支持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与基层合
作共建现代产业园区和产业技术研究院，
探索在财政出资的科技计划和人才工程
项目中明确一定比例用于人才开发，依托
产业和项目集聚各方面优秀人才。

鼓励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等事业单
位专业技术人员到基层转化成果、创新
创业，经单位同意可按国家有关规定保
留原单位人事关系离岗创办领办科技
型企业，其创新创业经历和业绩作为晋
职晋级、评先评优的重要依据。

实施专家下基层行动工程，开展科
技扶贫万里行活动，每年统筹选派科技
专家和技术推广人员，深入基层一线开
展人才结对帮扶、点对点技术指导、组
团式咨询服务。

健全帮扶机制
建立“1+4”人才智力帮扶机制

用好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积极组
织受援地区干部人才到帮扶地进行顶
岗挂职、培训研修。

深化省内对口帮扶工作，实施千名
干部援彝援藏行动，大力选派干部人才
到彝区藏区开展援助服务，加大从彝区
藏区选派干部人才到省直部门和对口
支援地挂职锻炼力度。

建立基层“1+4”人才智力帮扶机
制，推动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艰苦边远
地区和革命老区每个县至少有1所高
校、1家科研单位、1家医疗卫生机构、1
户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与其建立对口

帮扶关系，重点帮助受援地引进培养急
需人才。

建立紧缺专业领域三级联动帮扶
机制，大力推行教育、卫生等行业“市帮
带县”“县帮带乡”“乡帮带村”，发挥综
合帮扶工作队、县域医疗联合体等作
用，引导专业力量向基层一线下沉，积
极开展人才“传帮带”。

鼓励人才返乡
5年培育万名农民工返乡创业典型

实施万名紧缺专业大学生定向培
养计划，采取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
上岗的方式，5年为基层培养1万名急
需紧缺专业大学本科生。

实施万名农民工返乡创业计划，5
年内为基层培育1万名农民工返乡创业
典型。

实施万名新型职业农民培育工程，
5年内为基层培育1万名新型职业农民。

实施十万名村级后备力量培育工
程，注重从致富带头人、务工经商人员、
农民合作社带头人、新型职业农民、复
员退伍军人、乡村教师、乡村医生等人
员中选拔村级后备干部，增强农村基层
组织活力和人才凝聚力。

人才培训提能
开展“一村一幼”“一村一医”培训

开展“一村一幼”教师培训提能，5
年内对基层所有学前村级教师全部轮
训一遍。

开展“一村一医”“一乡一全科”培
训提能，5年内实现深度贫困县在岗乡
村医生全面参加培训并考核合格、每个
乡镇卫生院至少配备1名全科医生。

开展“一户一名技术能手”培训提
能，5年内实现有劳动能力的贫困家庭中
每户至少有1个劳动力掌握一门就业技
能。

开展乡村旅游规划师、乡村旅游工
程师、乡村旅游技术员、乡村建设规划
师、乡村社工师、乡村文化志愿者等专
项培训。

岗编适度分离
县级机构实行编制调剂使用

支持县级机构编制部门加大事业

编制统筹力度，在全县范围内实行动态
管理、调剂使用。

推动在基层教育、卫生、农业、林
业、科技、宣传文化等领域和行业实行
岗编适度分离，对新招聘的事业单位人
员实行“县招乡用”“县管校用”，其职称
评定在统一管理的编制和岗位总量内
统筹考虑、择优评定，在基层工作期间
享受基层相应待遇。

人才评价支持
建立符合基层实际的评价机制

建立符合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
线实际的人才评价机制，增加爱岗敬
业表现、实际工作业绩、基层工作年限
等评价权重，对论文、科研、外语和计
算机应用能力等不作统一或硬性要
求。

放宽基层专业技术职称评审年
限，对在基层工作的普通高校毕业生，
首次申报评审职称可提前1年；对在民
族地区、艰苦边远地区和贫困县连续
工作4年以上且考核合格的，在申报中
级、高级职称资格时，其任职年限可放
宽1年。

在教育、卫生、农业、工程、新闻出
版广电等系列建立“定向评价、定向使
用”的评审制度，所获资格在所在县或
同类县有效。

拓宽基层专业技术人才成长通
道，对在乡镇事业单位同一等级专业
技术岗位聘用满10年及以上的，竞聘
本单位同一职务层级内部上一等级专
业技术岗位时，可不受本层级最高等
级、岗位数额限制；对在乡镇专业技术
岗位累计工作满30年及以上的，可不
受本单位岗位结构比例限制申报评审
上一级职称，通过评审取得相应资格
后可受聘相应层级最低等级岗位。

提高服务保障
逐步提高基层干部人才薪酬待遇

按国家有关规定落实艰苦边远地
区津贴、高海拔地区折算工龄补贴等政
策，落实和完善乡镇工作补贴政策，逐
步提高基层一线干部人才的薪酬待遇。

在省“千人计划”“天府万人计划”
选拔中开设基层专项，在推荐、申报评
审国家和省级人才奖项、科技计划项目
时，加大对基层人才的倾斜支持力度。

据川报观察

4月3日上午，在成都市长顺下街
与三道街交叉路口。路过的不少行人
发现，路口斑马线变了样。斑马线前喷
涂了“停车让行”“文明通行”的文字提
示，还增加了减速通行的菱形标识。在
距离斑马线前方30米处，立式的“注意
避让行人”标识异常醒目。

据悉，近期，成都市交管局在青羊
区长顺街14个无灯控路口、21个方向，
启用了首批由热熔材料设置的“人车安
全通行组合标识”，提醒机动车和行人
过斑马线时，应做到“停车让行”“文明
通行”。

3日上午，交警四分局民警在长顺
下街与三道街交叉路口进行现场执法。

当天上午10点27分左右，一辆川
A牌照的黑色汽车在途经此处时，一脚油
门，选择同斑马线上的多位行人抢道。车
没走多远，便被执勤民警拦下。面对民警
询问，该男姓司机称“没注意到”。

几分钟后，另一辆蓝色汽车经过路
口时，犹豫过后，选择从行人间穿插而
过。面对交警询问，该车驾驶员表示：

“我当时看到有点距离，可以过，下次不
会了。”对于这两位驾驶员不礼让行人
的行为，民警在现场分别对二人处以记
3分、罚款50元处罚。

但除了司机不礼让外，也有驾驶员
反映行人不走斑马线、非机动车横穿等
问题。当天上午，在执法过程中，民警

也在距离路口10多米处，接连挡获2辆
电动车横穿马路的情况，并对两位电动
车驾驶员依法处以20元罚款的处罚，
以及现场警告。同时，在当天上午10
点50分左右，一名女子过街时，选择从
距离斑马线1米左右的位置通过，也被
民警拦下现场教育提醒。

对此，交警四分局三大队民警张猛
介绍，在当天上午执法中，大部分驾驶
员在斑马线前做到了礼让行人。同时，
他也提醒广大市民在过街时，务必从斑
马线上文明通过，别为了少走几步路而
违法横穿马路。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力摄影报道

交警对未礼让行人的驾驶员进行处罚。

电动车横穿马路被罚。

四川出台10条新规鼓励引导人才向基层流动

省市公务员招录
要有2年以上基层经历

斑马线前新增首批
“人车安全通行组合标
识”后，成都的人、车出行
情况到底如何呢？

4月 3日，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跟随成
都交警四分局民警，来到
青羊区长顺下街与三道
街交叉路口，通过半个小
时的现场执法，发现2台
机动车未停车礼让行人，
以及2辆电动车、1名行
人过街时未走斑马线，选
择横穿道路。

对此，民警现场对违
法机动车驾驶员、电动车
驾驶员以及过街行人作
出相应处罚和警告。

近日，成都市长顺下街与三道街交叉路口，首批“人车安全通行组合标识”亮相。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关于鼓励引导人才向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和基层一线流动的决策
部署，更好服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近日，我省聚焦人才“引育用留”关键环节，创新出台《四川省鼓励引导人才
向基层流动十条措施》（以下简称“基层人才10条”），着力造就一支留得住能战斗带不走的基层人才队伍。

“基层人才10条”有哪些干货？记者进行了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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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不让人 横穿马路
半小时内4车1行人遭起
成 都 交 警 在 斑 马 线 新 标 识 路 口 现 场 执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