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惑

秋冬季阴天不是污染天
水汽和污染物

均会使能见度下降

11月8日迎来立冬，前后几天，
成都的天气都是阴天，能见度较差，
因此，不少市民感到困惑：是不是污
染天又来了？

“其实‘雾蒙蒙的天’不一定代表
空气差。”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大气处
的相关负责人解释道，与夏季太阳辐
射较强、边界层高度较高相比，进入
秋冬季后，太阳辐射明显减弱导致垂
直扩散条件和大气通透性转差，污染
物易出现累积，加之相对湿度增大，
水汽和污染物均会使能见度下降，视
觉效果变差。“因此秋冬季阴天时，有
时候空气质量虽然为良，但由于大气
通透性和能见度较差，给人感官更像
是污染天。”

另一方面，成都市作为四川省的
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产业高度集
中，GDP突破1.5万亿元，常住人口

超过1600万，全市机动车保有量高
达571万辆，位居全国第二，工业生
产、移动源、建筑施工等是影响空气
质量的主要排放源。此外，春秋季节
的生物质燃烧、油类储存运输、大街
小巷的餐饮油烟均是重要的排放
源。因此，成都秋冬季难免会出现污
染天气。

值得注意的是，成都平原区其
他城市的“脏空气”是可能相互影
响、相互传染的。成都平原城市群
有着相似的地形、气象条件、排放
源，大气污染由单一城市逐渐转变
为区域性污染，特别是在气象扩散
条件差、大气活动少的秋冬季，更易
发生区域性污染。

应对

成都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修订版有望今冬实施

在成都，为提升重污染天气应急
管控水平，最新修订版的《成都市重
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19年修订）》
（征求意见稿）日前正式公开征求意

见。按照程序报批后，新修订的《成
都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19年
修订）》有望在今年冬季开始实施。

对比旧版本，最新版本的修订预
案将重污染天气预警由现行的四个
等级统一调整为三个等级，由低到高
依次为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
警。根据空气重污染预警级别，采取
相应的健康防护引导、倡议性和强制
性减排措施。

而在本次修订的应急预案中，对
重点工业企业提出“一厂一策”的理
念被首次纳入。具体而言，修改红
色、橙色、黄色预警状态下，列入限
产、减排名单的涉及大气污染物排放
的工业企业，严格按照‘一厂一策’重
污染天气应急响应操作方案执行限
产、减排措施。

此外，红色预警期间的应急措施
力度最大。明确重型载货车的限行
要求，例如，悬挂大型汽车号牌（黄
色）且核定载质量5吨（不含）以上的
货运车全天24小时禁止驶入四环路
（成都绕城高速公路，不含）环线内区
域，但保障城市正常运行的特殊车辆
除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杜江茜

马喜国（1951—1994），河南省巩义市人。
1985年参加公安工作，历任河南省巩义市公安局
米河派出所民警、交警大队二中队民警。1992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二级警司。1994年，马喜国在一
次办案中为保护战友壮烈牺牲。1995年1月13
日，公安部追授马喜国一级英雄模范称号。

1994年11月12日下午3时许，一辆鸣着
警笛的警车正疾驶在路上。车内，马喜国和
同事王建庆带着交通肇事逃逸人王某，准备
前往巩义市交警大队二中队接受处理。

王某此前多次作案，已被公安机关追捕
多日。由于害怕之前的作案记录被一并查
出，王某在路上多次试图逃跑，均被马喜国制
止。眼看逃跑未果，王某恼羞成怒，从怀中掏
出一颗自制手榴弹，并拉响了引线。

“建庆，有炸弹，快跳车！”手榴弹“哧哧”
地冒着白烟，危急关头，马喜国把生的希望留
给了正在驾车的王建庆，挺身扑向了快要爆
炸的炸弹。一声巨响，马喜国倒在了血泊中
……1994年11月27日，马喜国终因伤势过
重抢救无效，光荣牺牲。巩义市交警大队二
中队原中队长李景林回忆，在马喜国生命弥
留之际，他曾向护士要来纸笔，用手歪歪扭扭
写了一张很多人都看不懂的字条。“一看到那
张字条我就哭了，都这个时候了，马喜国还惦
记着工作的事，要告诉我们他之前画好的一
张交通事故现场图放在了哪里。”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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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喜国：舍己救人的英雄民警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0—11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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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5时）
AQI指数 112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
良：攀枝花、绵阳、自贡、德阳、乐山、雅
安、广安、遂宁、宜宾、广元、南充、泸州、
达州、资阳、内江、巴中
轻度污染：眉山

9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11-20 C
阴天间多云
偏北风1-2级

11-19 C
阴天间多云
偏北风1-2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巴中
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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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
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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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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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转阴
阴转多云

多云
阴转多云

阴
阴转多云
小雨转阴
阴转多云

多云
多云转阴
晴转多云
多云转阴

1-16℃
4-9℃

12-17℃
15-21℃
10-19℃
12-19℃
13-19℃
13-19℃
12-19℃
13-19℃
13-20℃
13-19℃
14-19℃
14-18℃
12-17℃
14-17℃
13-18℃
14-19℃
11-19℃
12-19℃

小雨转晴
小雨转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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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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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
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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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
阴转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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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阴转小雨

0-19℃
2-17℃
12-24℃
14-25℃
12-15℃
13-16℃
14-16℃
13-16℃
13-17℃
14-18℃
14-18℃
14-18℃
14-17℃
14-18℃
13-16℃
14-17℃
13-15℃
14-16℃
12-16℃
14-18℃

吴冰清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1月9日开奖结果

明日限行 1 6

超级大乐透第19128期全国销售
322813843元。开奖号码：20、21、25、34、
35、03、12，一等奖基本2注，单注奖金1000
万元，追加0注。二等奖基本85注，单注奖
金699443元，追加32注，单注奖金559554
元。三等奖1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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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7001004.6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19299期全国销售15880652
元。开奖号码：578。直选全国中奖4888（四
川241）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
中奖10038（四川598）注，单注奖金173
元。17331237.9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299期全国销售9895556元。
开奖号码：57823。一等奖42注，单注奖金10
万元。367570000.3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9152期全国销售
15063104元。开奖号码：11331000333033，
一等奖全国中奖75（四川5）注，二等奖全
国中奖1513（四川63）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152期全国销售
20412868元。开奖号码：11331000333033，
全国中奖16158（四川896）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64期全国
销售21744元。开奖号码：111133331100，全
国中奖1（四川1）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169期全国销售
432044元。开奖号码：11003120，全国中奖
16（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月8日。
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据省人事考试中心统计，下
半年全省公务员招考拟录用名额
为6667人，有329788人报名，是
上半年报名人数的1.7倍、是去年
全年报名人数的78%，最后确认
缴费的291645人，应考人数与录
用名额之比为44：1。

记者对比发现，在上半年的
省考中，考录名额之比还是70：1，
为近年来省考最高，而此次，对比
之下似乎竞争程度有所降低。

不过，若是再对比以往的数
据，就会发现竞争依旧激烈。
2018年上半年，这个数据还是37∶
1；2017年上半年录用名额之比是
33∶1；再往前推，也多在26∶1或者
27 ∶ 1。而与之最为接近的，是
2018年下半年的四川省考，那时
应考人数与录用名额之比为62∶
1，在当时创下四川公招考试以来
考录比之最。因此，尽管今年下
半年的考录之比有所降低，但录
用竞争依然激烈。

另一方面，此次省考，报考人
数最多的职位是阿坝州壤塘县镇
机关（一）综合管理职位，招录3
人，缴费应考人数1972人。而竞
争比例最大的职位，则是成都市
双流区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综
合管理职位，这个职位录用名额
是1人，但报考者达到1285人。

这几个职位，用千里挑一来
形容，毫不过分。

选调生报名增长56%
在北京、上海、武汉设立考点

据省人事考试中心相关人士
介绍，当天全省公务员录用考试
笔试在省直属考点和21个市（州）
考点同步举行，在这两个考点参

按照此前发布的招
考公告，此次省考的笔试
各科成绩于12月中旬在
四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厅网站“人事考试”
专栏上公布。

由于阅卷工作采用
分数处理自动化系统，没
有人工登分、核分过程，
原则上不接受报考人员
查分申请。因缺考、违
纪、零分等特殊情况需申
请查分的，应于笔试成绩
公布之日起2日内登录四
川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厅网站“人事考试”专
栏申请查分，查分结果于
查分申请结束后3个工作
日在该网站公布。

笔试折合总成绩和
职位排名预计于2019年
12月下旬在网上公布。

加公务员考试和人事资格考试的
人数达到16万人。

此外，2020届急需紧缺专业
选调生拟招录人数 2783 人，有
7627人报名，比去年报名人数增长
56%。除成都外，我省还在北京、
上海、武汉设立了考点。

据悉，下半年全省公务员考试
笔试将延续至11月10日。其中，9
日考试公共科目为《行政职业能力
测验》、《申论》，报考公安系统职位的
考生还将参加《心理素质测试》。10
日，报考公安系统职位的考生将进
行《专业科目》考试。

大数据统计发现，下半年全省
公务员招考报名考生中，女生多于
男生，其中女生占比50.8%，男生
49.1%。本科生是参加公务员考试
的主力军，从报名人数分析，下半
年全省公务员招考报名考生中，有
19万是本科学历。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公招应考
人数291645人，缺考69356人，缺
考率23.78%，比上半年的15.15%、
去年的 14.07%，呈现出增长趋
势。据省考试中心的相关负责人
介绍，这个缺考率相对不算低，前
几年缺考率有时会达到18%。

在此次公务员招录笔试中，省
考和选调生考题涉及很多热点。9
日下午考试结束后，据多名考生回
忆，申论涉及夜间经济、垃圾分类
等热点话题。

“怎么说呢，这个话题不难，毕
竟在今年都太火了。”一位考生在
接受采访时坦言。但同时，她也觉
得遗憾，“没想到会从各种小的切
口切入，例如写对夜生活的感受，
以及夜生活和城市之间的关系，感
觉生活味道特别浓。”

而在当天上午的行政职业能
力测验中，考题偏时事政治和常
识，足球、鹿茸等热点都在考卷中
出现。对此，考生们都有共识，此
次省考试题，引用材料鲜活。考生
小周说，最被热议的是一道选择
题，“选择符合顺从的行为，有个选
项是小强带女朋友吃火锅，当时我

就笑了。”
但同时，题型出人意料，数量

关系、资料分析、图形推理都难度
不小。“图形推理题原本是我强项，
结果脑袋炸了也推不出，想得到高
分不容易。”小周感叹道。

事实上，针对省考试题，此前
就有长期从事相关培训的专业人
士评价，为使考试达到既能考察报
名者整体素质，又具有一定选拔性
的目的，专家组在题目设置方面可
谓煞费苦心。

首先是要求考生对国家的方
针政策、热点时事有所掌握，“一点
儿都不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怎么代
表国家宣讲政策？”另一方面，考试对
报名者的潜在能力也有所涉及，“比
如处理应急突发的能力。你所报考
的那些执法大队或者窗口单位的职
位，怎么能缺失这方面的能力？”

夜间经济、垃圾分类等热点入题

看考题

12月中旬出笔试成绩
12月下旬将公布排名

特别
提醒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杜江茜

四川省公务员录用考
试资料照片。

图据四川发布官方微博

11月9日，全省四项人事
考试同时展开。分别是
2019年下半年全省公务

员录用考试笔试、2020届四川急
需紧缺专业选调生笔试、注册消防
工程师资格考试和计算机技术与
软件考试。

据省人事考试中心的数据显
示，四项人事考试涉及考生总人数
超过40万人，其中全省公务员录用
考试笔试、2020届四川急需紧缺
专业选调生笔试考生近30万人，创
近年我省招录公务员报名考试人数
新高。

2019年下半年四川省公务员录用考试笔试开考

近30万人“赶省考”
最热职位1285：1

11月9日，周六，阴得彻底的
天，宜宅家。

“立冬”以来，北方的冷空气
一股接一股，冷风虽未直接吹到
四川，可冬天的气息已在逼近，尤
其是在这阴沉沉雾蒙蒙的日子
里。9日，成都气温不到16℃，而
在阴云的加持下，更给人一种想
要冬眠的错觉。

其实，气象意义上的冬天是
有严格标准的，需要连续5天（滑
动）平均气温低于10℃。按照这
个标准，此时北方还有三分之一
的地方没有入冬。下周，成都的
平均气温还有 14℃呢。一般来
说，四川真正的冬天，要到“小雪”
和“大雪”节气去了。

最近一段时间，冷空气的主
战场依旧是北方。趁着没被冬天
选中，四川也在努力地和秋天“和
平共处”——10日起，天气渐渐好
转，天空会明亮起来。

不过，别想着天气会来个大
反转。未来三天，四川以阴天间
多云为主，阳光“客串”，最高气温
有所回升，但还是难上20℃。目
前来看，下周四会是不错的天气，
蓝天白云可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吴冰清

秋冬雾蒙蒙的天不等于污染天
成都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版有望今冬实施

看数据

考录之比44：1
对比上半年竞争
有降但依然激烈

在四川，秋冬季蓝天保卫战已经打响。
11月9日，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据专家会商，今年秋冬季气象条件相较去年略偏差，污染过程较去年偏
多。其中2019年11月、2020年2月污染程度较2018年同期相当。2019年12月-2020年1月较2018年

同期略偏差。预计11月有3-4次污染风险期，12月至明年1月有2次较长时间污染时段，污染等级相对较重。
因此，当前全省大气污染防治的主攻方向依然是灰霾污染（PM2.5）。污染防治的关键是采取强力措施减少排

放，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而在成都，新修订的《成都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2019年修订）》有望在今年冬季开始
实施。

今起
太阳来“客串”
“补救”阴沉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