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5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从资阳市雁江区警方获悉，
经过市区两级公安机关组成的专
案组通力协作，历时14小时，“5·
14”抢劫案成功告破，犯罪嫌疑人
任某已被抓获归案。

据任某交代，他为找“快钱”，
提前准备好各种工具，进入地下车
库伺机找人下手实施抢劫。最终
王某成为受害者。

遭抢劫的王某为资阳某医院
护士，由于受惊吓过度，目前暂时
还没有回医院上班。

女子从车上滚落
大爷紧急呼救并送医

5月14日早晨，资阳市民朋友
圈发出多段视频称，该市江南半岛
小区附近，一名女子被绑住手脚，
从一辆红色轿车内滚落。该女子
疑似被绑架抢劫，从车内滚落后，

被路人解救。
据事发地资阳贝齿口腔医院

保安称，当天早晨7时40分许，他正
在楼下值班，忽然听到有人喊“抓
劫匪”，他立即循着声音跑过去，看
到医院旁边的建设银行自助取款
机处，停靠着一辆红色轿车，车旁
躺着一名女子，手脚均被绑住，嘴
上还被贴上了黑色胶带，小腿处正
在流血。

该保安称，呼喊求助的是一名
附近晨练的大爷。他一边呼喊，一
边帮该名女子解开手脚上的束缚
物。被绑女子可能受到了惊吓，一
直在哭，“我和晨练的老人一起将
其送到附近医院，然后报了警。”

距离事发地100余米的江南半
岛小区保安人员证实，被绑女子系
该小区业主，红色轿车是她本人
的。他们推测，当天早上该女子可
能被绑架，然后被强行带至事发地
的银行自助取款机取款。

事发后，警方立即封锁现场并
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警方成立专案组
历时14小时抓获嫌疑人

“接到报警后，我们迅速到达
现场，此时嫌疑人已经逃跑。”资阳
市公安局雁江分局刑侦大队一中
队中队长胡垒介绍，了解案情后，
他们立即抽调警力组成了专案组，

在短时间锁定了嫌疑人的工作单
位和住所，但当警方到达时，发现
嫌疑人已离职，住处也没有人。

“两次扑空之后我们压力很
大。”胡垒说，5月14日晚上10点左
右，警方又得到线索，嫌疑人疑似
出现在东延线附近，便衣民警遂化
装侦查，在排查一百多家商铺后发
现，嫌疑人正在喝酒。当支援警力
到达后，警方立即把他控制带回。

图快钱选择抢劫
去银行取钱女子逃脱

“想找点钱用。”据任某交代，
因为想搞点“快钱”产生了抢劫的
念头，提前就准备好扎带、折叠刀、
口罩、手套等作案工具。14日早晨
7点左右，他在江南半岛河边停车
场随机选择作案目标，当时受害人
王某独自一人到停车场取车，他便
从后排车门进入，用扎带捆绑将受
害人控制在车内，抢得1000余元现
金后，又胁迫其交出银行卡和密码。

随后，任某开车行至附近一家
银行ATM机取钱。受害人趁机逃
脱。任某见受害人脱离控制后，立
即逃离了现场。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田雪皎陈远扬

女子手脚被绑
从车上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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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16时）
AQI指数 54 空气质量 良
优：宜宾、康定、泸州、马尔康、西昌、攀枝
花、巴中、资阳、遂宁、内江、广安、南充
良：自贡、绵阳、乐山、达州、雅安、广元、
眉山、德阳

16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8—124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东北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
度污染，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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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中国体育彩票5月15日开奖结果

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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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7日至18日晚，四川锦城艺术宫
将演出话剧《无人生还》；

5月18日晚，成都ICON·云端天府音
乐厅将举办《“美之土地”四川交响乐团独
奏家室内乐音乐会》；

5月19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举
办大型原创民族管弦乐组曲《永远的山丹
丹》音乐会；

5月24日，宜宾酒都剧场将演出芭蕾
舞剧《追寻香格里拉》；

5月24日至26日，成都大喜时代剧场
将演出2019年川味爆笑喜剧《让子弹乱
飞》；

5月25日晚，绵州大剧院将演出“天空
之城”久石让&宫崎骏经典动漫作品绵阳
演奏会；

5月31日至6月1日晚，俄罗斯皇家芭
蕾舞团将在四川锦城艺术宫演出《天鹅
湖》。

明日限行 5 0

超级大乐透第19055期全国销售
283602540元。开奖号码：02、04、06、19、22、
02、06，一等奖基本3注，单注奖金1000万
元，追加1注，单注奖金800万元。二等奖
基本74注，单注奖金569761元，追加35注，
单注奖金455808元。三等奖17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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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63149792.21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128 期 全 国 销 售
17143452元。开奖号码：064。直选全国
中奖3746（四川587）注，单注奖金1040元；
组选6全国中奖6656（四川1539）注，单注
奖金173元。18459391.79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128 期 全 国 销 售
10643956元。开奖号码：06403。一等奖
38注，单注奖金10万元。255013933.08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7月
15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2019年第20周
停电检修计划

新城片区

2019-5-16 7：30-18：00
成都天府新区永兴街道蜡梓

村、大树村部分（注明：停电户数
1453户）

2019-5-18 7：00-21：00
成都天府新区兴隆场镇社

区、保水村部分、兴隆跑马村部分
（停电435户）

龙泉片区

2019-5-16 8：00-17：00
成都市龙泉驿区柏合镇二河

11组公变台区（高压用户8户，低
压客户760户）

2019-5-18 11：00-17：00
成都龙泉橡胶防腐设备厂

01#专变
2019-5-18 8：30-17：30
10kV园大路四、五组公变

温馨提示：

1、最新停送电信息请查询
“95598网站”、拨打“95598热线”，
或下载“掌上电力”APP查询。

2、请提前关闭户内电源总开
关，避免突发停送电源造成室内
电器受损或电脑数据丢失。

3、养观赏鱼的业主注意停电
期间水温、水质变化。

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

探路体验
路口提示标志已就位

15日上午9点40分左右，记者跟
随成都交警一分局民警从武侯区高
朋大道出发，经二环路、玉林北路、小
天东街，最终在上午9点56分抵达电
信南路和电信路交叉口。

该路口不仅设置了锥形桶，以及
“车位已满，请前往华西公行道停车
场”的提示牌，电信路上新设置的2条

“就医通道”、1条公交专用道，都有了
明确可见的提醒字样。

沿着电信路由南向北往前100米
左右，可以看到，在早高峰状态下，该
路段已经出现车流排行情况，且越往
前，排行情况愈发严重，尤其是在川
大华西医院急诊、门诊一带。

“非前往急诊的驾驶员，建议提前
变道进入公行道通行。”交警一分局民

警谢鹏介绍，当前的公行道两侧禁止
停车，提供2条由南往北道路、1条由北
往南通道，同时开通了停车场通道。

交警指路
非急诊最好走公行道

“如果误入就医通道，又该咋
走？”15日上午，途经电信路的出租车
驾驶员王师傅说，他没搞明白，这个
就医通道到底能不能走？哪类车或
人可以通过？

对此，谢鹏现场作了详细解答。
“由电信南路进入电信路后，只有3根
车道，分别为2条就医车道和1条公交
车道，均实施单向通行。”他说，若是
急症和危重病人的车辆，建议经就医

通道前往华西医院，在指定区域临时
上下客，即停即走。

其他车辆，误入电信路后，可根
据提示标志，右转进入小学路或中学
路，然后进入公行道驶出，或进入公
行道停车场，或经公行道避开电信路
拥堵路段。

而对于送完急诊病人，打算离开
电信路的车辆，可在电信路与公行道
交叉路口，根据提示标志，进入公行
道驶离。

此外，非载有急诊、危重病人，前
往华西医院门诊或看望病人的车辆，
建议从人民南路或公行道入口，进入
新建的地下停车场，然后乘坐摆渡车
前往公行道停车场出入口，再步行百
米左右可抵达医院。

提 |醒

停车场出入口调整
这些路单向通行：电信路、国学

巷、黉门后街。
华西医院停车场出入口调整：原

位于黉门后街的机动车入口调整为
出口；就医车辆从电信路与公行道交
叉路口南侧的地下停车场入口驶入；
位于桓侯巷的机动车出口维持不变。

前往川大华西地下停车场，最佳
的选择是从人民南路东侧的入口（位
于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大门旁）进入停
车场，这条线路可以完美避开华西医
院片区。

停车场在公行道上也有一个出
入口，从这里入场停车也较方便。

“嘿！这个还有点好耍！”5月15
日上午，成都双流区黄龙溪镇的一家
面馆门前，一位身材高挑的女子一边
唱着歌，一边做着“甩面”动作，吸引
了不少游客用手机拍摄。

女子名叫喻俊，是一名东北妹
子。去年她在网上看到黄龙溪炒得
很火的“甩面”视频，便萌生了到四川
来当学徒的想法，“当时想法很简单，
想来学个手艺，回老家辽阳开个面
馆。”

喻俊说，此前她一直在服装店卖
衣服，来黄龙溪面馆当学徒后，很快
便上了手。从小就爱好唱歌的她，也
常在工作时不由哼起歌来。每天上
班前，她会到店铺附近的小河边练
声。“刚开始我还不晓得她会唱歌，后
来听其他员工说，她唱得还可以。”面
馆老板刘先生说，他和家人商量后，
由自己出资，请了一位专门教声乐的
朋友来辅导其学习。

从今年年后开始，喻俊开始一边
学习唱歌，一边工作。为了参加培
训，她每周会从黄龙溪坐客车前往成
都市区学习。“她自身对音乐的感觉
是不错的，并且在学习的过程中，她

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喻俊的音乐老
师杨晨说，像喻俊这样不是科班出身
的学生，能够花费许多时间、精力来
练习，精神十分难得。

“有这种机会我觉得很幸运，也
很感谢老板一家。”喻俊说，自己是业
余“选手”，水平与专业人员肯定会有
差别，但她仍会努力学习和尝试。最

近，她唱歌的视频被人拍了发到网
上，引起不少网友关注，不过其中也
不乏质疑其炒作的声音。对此，刘先
生并不避讳，他说，喻俊歌唱得不错，
对自己店面的生意和人气带动肯定
是有好处的。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摄影报道

黄龙溪面馆来了位“唱歌姐”
老板出钱请人教她学声乐

华西医院片区交通调整今起实施

误入就医通道咋办？
建议转入公行道驶出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华西医院片区交通调整”后续

民警排查百余家商铺
14小时抓获抢劫嫌疑人

交通组织调整后，新的标志标线已就位。

犯罪嫌疑人被抓获。

在面馆打工的喻俊。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力
摄影报道

5月16日，川大华西医院片区交
通大调整正式“上线”。为缓解该片
区人多、车多、路堵现状，成都多部门
联合开出“诊断”解决方案，包括新停
车场分流、设置就医车道、单行和禁
停等多项措施。

针对这些调整，部分驾驶员有些
“慌”。到底该咋走，才不会遭起呢？
15日早高峰，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跟随成都交警一分局民警现场
体验，并为大伙儿及时“排雷”。来，
提前感受下正确通行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