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罗田
怡）5月26日，省自然资源厅发
布全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结合省气象台天气预报情况，5
月26日20时至5月27日20时，
全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
级为3级（黄色预警，注意级），
具体结果如下：

预警区域：雅安汉源县、石
棉县，乐山市金口河区、峨边县、
马边县，宜宾江安县、长宁县、兴
文县，泸州合江县、古蔺县、叙永
县，攀枝花米易县，甘孜泸定县，
凉山州西昌市、盐源县、德昌县、
会理县、宁南县、普格县、布拖
县、昭觉县、喜德县、越西县、甘
洛县、美姑县、雷波县、金阳县、
冕宁县。

响应对策：密切关注降雨预
报及降雨实况；检查防灾责任
体系落实情况；加密房前屋后
斜坡、靠山靠崖、沟口等危险地
段巡查；做好监测预警和预警
信息发布；发现险情迹象，果断
采取主动预防避让，确保群众生
命安全。

华西都市报讯（唐晶晶 川
报观察记者 伍力）攀枝花一男
子坐出租车不付钱，原来他早已
是一名“老赖”，2014年至今已
长达27次消费不付钱，最终被
以寻衅滋事罪行政拘留十五日。

5月25日下午，攀枝花市公
安局东区分局瓜子坪派出所接
到报警：在小攀枝花公交车站发
生一起纠纷。民警到达现场了
解到，原来是由于肇某坐出租车
不付钱，出租车司机与其产生纠
纷。

为进一步核实情况，派出所
民警将双方带回所内。民警在
查询二人身份信息时发现，肇某
从2014年至今有多起吃饭、按
摩、唱KTV、坐出租车不付钱的
警情，总共达27次。肇某还于
2003年因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出狱后的肇某，游手好
闲、好逸恶劳，一直没有固定经
济来源，没钱的时候就靠耍无赖
在外混吃混喝。

此次肇某又在无钱的情况
下乘坐出租车不付钱，嘴里还振
振有词：“我一直都是这样。”

最终，民警依法以寻衅滋事
罪将肇某行政拘留15日。

底背离
问：上周五沪指低开，盘中

窄幅震荡，收盘微涨。你怎么
看？

答：沪指虽然止跌收阳，但
市场弱势依旧，创业板指再创
调整新低，盘面上，稀土、芯片
大幅补跌，汽车、次新股表现稍
好。截至收盘，两市涨停45只，
跌停35只。技术上看，沪深股
指继续失守5日、10日均线，收
盘距离半年线也仅一步之遥，
值得一说的是两市成交，在关
键时空节点，市场反而出现地
量，两市合计成交不足 4000 亿
元，这显然是技术上的一个底
部信号；60分钟图显示，两市股
指收于 5 小时均线附近，但 60
分钟MACD指标依然保持死叉状
态；从形态来看，之前提到从
3288点至今的走势是一个对称
图形，短期有望在 2800 点至
2850 点区间止跌回升，目前市
场已经基本完成底部对称构
造，30 分钟图也出现明显底背
离，短期哪怕再破2838点，也不
能阻止行情的开展，而后市反
弹的首个阻力为2956点。期指
市场，各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
减少，各期指合约负溢价水平
整体有所缩减。综合来看，贸
易摩擦短期大概率延续边打边
谈的节奏，由于 2850 点是市场
政策底，而未来行情走向还取
决于 3000 点附近的争夺，毕竟
这个位置经历了两次贸易战缺
口，否则市场只能多花一些时
日震荡，而年内突破3587点已
经比较渺茫。

资产：上 周 五 按 计 划 持
股。目前持有南玻 A（000012）
30万股，大冶特钢（000708）4万
股，鄂尔多斯（600295）6.5万股，
华工科技（000988）6万股，天邑
股份（300504）3.8万股，六国化
工（600470）40 万股，东方锆业
（002167）10 万股。资金余额
3335429.96 元 ， 总 净 值
9689439.96元，盈利4744.72%。

周一操作计划：南玻 A、大
冶特钢、鄂尔多斯、天邑股份、
华工科技、六国化工、东方锆业
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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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戒毒所门口，一辆警车上，
两名戒毒人员满含热泪，一
勺一勺的把生日蛋糕送入口

中。26日，记者从彭州警方了解到
了这段视频背后的故事，民警在押解
两名戒毒人员前往戒毒所时，扫了一
眼他们的身份证，又在聊天中证实当
天是一名戒毒人员的生日。中途停
车买了生日蛋糕，随后在戒毒所门口
为戒毒人员过起了生日。

这个举动让戒毒人员很受感动，
满眼泪花地吃起了生日蛋糕。分别
前，这名戒毒人员留了民警电话，“我
出来要好好生活，开个烧烤店。警
官，你到时候一定要来哦！”

3岁就开始学情商，这样的案例你
见过吗？近年来，情商训练越来越受到
公众的关注，情商培训群体也慢慢发生
改变：不仅限于成年人，幼儿也加入情
商训练队伍。一系列以低龄幼儿为受
众主体的情商训练营在全国各地开办。

幼儿情商训练营到底是啥？去的
都是多大的孩子？5月24日，记者来到
成都某幼儿情商训练营进行了探访。

面积几十平方米的教室，一块白
板，还有几块软垫放在角落……这就
是参加情商教育的孩子一个半小时课
程所待的训练教室。“我们总部在南
京，2002年就有了情商培训课程。”该
训练营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成都
这家店是2018年9月开的，目前类似
的情商训练营在成都只有两家。“我们
主要针对不够自信或有分离焦虑等问
题的孩子，帮他们进行人格和性格的 成都“幼儿情商训练营”的介绍。视频截图

培养。”
“其中三到六岁的孩子更多一点。”

该工作人员称，到现在大概培训过五六
十个孩子，最小的三岁。“培训的效果都
还挺好的，比如说有些孩子一到陌生环
境或接触陌生人，就非常不适应，不太
愿意跟父母分开。但你会发现，孩子上
完课之后，会有一个明显的变化。”

具体会教授哪些课程？该工作人
员说，训练师会从自信心、社会交往、
独立性、情绪管理、同理心、挫折抵
抗、问题解决、责任心、自律这九个方
面来进行训练，但具体上哪些课程，
还是要根据小朋友的实际情况来安
排。“我们都是教育学或心理学方面
的老师，需要去南京培训，合格之后
才能回来授课。”他们会通过情商模
拟、角色扮演以及游戏互动的形式引
导小朋友的技巧和方法，让他自己思

考，而不是填鸭式教学。
但该工作人员提醒说，小朋友的

上课过程是不允许家长围观或陪同
的。“因为我们要尊重小朋友的隐私。”
他说，小朋友单独去上课，之后老师会
给家长进行反馈，告知家长孩子的上课
情况。

那么训练营的收费价格大约在多
少？该工作人员介绍，一节课的价格
是一百多元，半年八千多元，一年大概
会上一百多节课，价格在一万六千元
左右。“一般是每周末上一次，一次一
个半小时。”他说，但每个孩子的情况
不一样，具体价格要带孩子体验后，再
详谈。

随后，记者在该训练营的网络售
卖平台上看到，所示学员多在三至五
岁，平均价格在五千元到两万元不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韩雨霁

3岁娃就学情商？
一年费用1.6万元家长还不能旁听

大风雷雨将至
四川7市州发布
地灾黄色预警

吃喝玩乐
27次不付钱

“老赖”被行拘15日

押解途中扫了一眼身份证
民警买来生日蛋糕让戒毒人员感动——

“我好好戒毒，出来开个烧烤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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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鑫通过聊天证实了当天是一
名戒毒人员26岁生日。当警车开到
彭州时，任鑫借机让同行民警等一
下，就近找蛋糕店买了个蛋糕。

“生日蛋糕是现做的，等了20多
分钟，走的时候，还专门让店员套了
个塑料袋。”任鑫说，当时的想法是到
了强戒所再给他过生日，之前不让他
看到，想给他个惊喜。

“我让他不要灰心，生活还是美
好的，劝他好好戒毒，出来好好生
活。”任鑫说，那个戒毒人员一看到蛋

糕，就露出很惊讶的样子，很受触动，
“吃蛋糕的时候，眼里都包着泪花。”

民警了解到，这个男子父母离异
早，很小就跟其他人混，染上了毒。
本来也想戒掉，却不想在社区戒毒期
间又没忍住。“当时他们听说要强制戒
毒两年，心情本来很低落，但仿佛一个
蛋糕又点燃了他重新生活的希望。”任
鑫说，临分别的时候，这名戒毒人员要
了民警电话，“我出来好好生活，开个
烧烤店，再也不吸毒了。警官，你到时
候一定要来哦，我请你！”

去年12月10日，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禁毒法》和《戒毒条例》规
定，彭州市禁毒委员会出台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和规范社区戒毒社区康
复执行工作的通知》。通知明确，接
受社区戒毒人员在为期三年的社区
戒毒期间，应当接受人体生物样本
毒品检测不少于22次，在社区戒毒
期间逃避或拒绝接受检测3次以上
的，视为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

去年12月以来，彭州市公安局
禁毒大队，对彭州20个社区戒毒工
作站的社区戒毒工作规范和流程进
行明确，推出“9天管控”机制，坚持
对违反社区戒毒协议人员3天一通
知、3天一告诫、3天定性违规，督促
社区戒毒人员按时到工作站报到并
接受检测。对经通知、告诫后仍未
到工作站报到或接受检测的，由工
作站向彭州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报
请审批，推送至公安机关作出强制
隔离戒毒决定。

江油男子胡某购买、饮用某品牌白
酒后，身体出现不适症状，认为该
酒质量“有问题”。先是向消委会

投诉江油某酒业公司，索赔未果，又对簿法
庭，并提出了“购酒价款+10倍赔偿”共计
13万余元的“天价索赔”。

然而，原告胡某送检的63瓶“问题白
酒”经国家级权威机构检测鉴定，均不含有
害成分“糖精钠”。日前，江油市人民法院
依法作出一审判决：因原告胡某证据不足，
驳回其诉讼请求，并承担鉴定费35200元
和案件诉讼费1353元。

饮酒后不适状告酒业公司
胡某，江油市某镇人，平常喜欢饮

白酒。2016年4月6日，他在当地一商
贸经营部购买江油某酒业公司生产的
某品牌白酒23件，用于自己家庭储存饮
用和招待宾客。该白酒单价为每件752

元，总价17296元。
胡某饮用该酒一段时间后，发现

身体出现不适症状，怀疑该酒存在质
量问题。遂于 2018 年向江油市食品
药品和工商质监管理局投诉，称自己
购买的23件某品牌白酒中有16件存
在质量问题。

该局及时责成江油市消委会组织
双方进行调解。因双方对赔偿金额不
能达成协议，导致调解不欢而散。

今年1月3日，胡某以产品责任纠
纷为由，向江油市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江油某酒业公司退
还自己购买 16件某品牌白酒的价款
12032元，并按照国家《食品安全法》的
相关条款规定给予价款10倍的经济赔
偿即120320元，共计退赔132352元，
而且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经鉴定白酒“不含糖精钠”

江油市人民法院立案后，依法适用
简易程序进行公开开庭审理。被告江
油某酒业公司申请对原告胡某呈送的
63瓶“问题白酒”进行质量检测鉴定，并
主动垫付鉴定费。

经原、被告双方同意，该院宣布休
庭，依法就送检的63瓶某品牌白酒是否
含有妨碍人体健康的成分“糖精钠”，委
托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四川有限公司进
行检测鉴定。

4月16日，中国检验认证集团四川
有限公司出具《鉴定意见书》，鉴定结论
显示：胡某诉江油某酒业公司产品责任
纠纷一案中涉案的63瓶某品牌白酒，均
未检出“糖精钠”成分，所检项目也符合
国家相关标准要求。

法院判胡某付鉴定费3.5万

该院法官审理认为，原告胡某与被
告江油某酒业公司产品责任纠纷一案
在审理中，经过国家权威机构检测鉴
定，本案诉争所涉某品牌白酒63瓶均未
检出有害成分“糖精钠”，而且所检项目
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据此认为原告诉称被告所生产的涉
案某品牌白酒存在质量问题的证据不足，
因此对原告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被告垫
付的检测鉴定费用理应由原告承担。

5月7日，江油市人民法院依法作
出一审判决，驳回原告胡某的诉讼请
求，并在本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被告
江油某酒业公司垫付的鉴定费35200
元，并承担本案案件受理费1353元。

兰有斌川报观察记者 刘春华

男子饮酒身体不适索赔13万
酒没问题他被判偿付鉴定费3.5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吴柳锋实习生 王钰

一辆警车上，民警对后座的
年轻男子说，“生活还是美好的，
进去了好好戒毒，出来了好好生
活。”民警边插蜡烛边说，“许个愿
吧！”年轻男子许完愿，接过民警
递过来的生日蛋糕，满含热泪地
吃起来。

这一过程被车上的一位民警
纪录了下来，通过“平安彭州”微
博发到网上后，感动了不少网友。

26日，彭州市公安局白鹿派
出所副所长任鑫向记者还原了事
发时的情形。“22号的事了，当时
车上有两个戒毒人员。”任鑫说，
这两人此前在社区戒毒。但不久
前，对他们进行尿检时，发现他们
在社区戒毒期间再次吸食冰毒，
根据规定，警方对两人强制隔离
戒毒。

任鑫说，当天，他们5位民警
将两人从彭州丽春镇押解至位于
郫都区的成都强制隔离戒毒所，

“我在一位戒毒人员的身份证上
看到了当天是他的生日。”

强

押解途中

民警买蛋糕
为戒毒人员过生

分开前留民警电话
出来要开烧烤店还要请警官

新规

拒绝接受检测3次以上
将被强制隔离戒毒

民警在押送途中买蛋糕为戒毒人员过生。

民警为生日
蛋糕插上蜡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