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警官，我不知道您的姓名，我的
儿子找到了，我们全家的幸福找到了
……”11月9日晚，成都天府新区华
阳派出所副所长史超收到张女士发
来的短信。

24小时前，14岁的儿子因考试
不理想被数落后离家出走，张女士遂
报警求助。之后，天府新区公安民警
接力寻找，直到看着少年被家人簇
拥，民警才悄悄离开。

14岁少年离家出走
朋友圈发“一切都结束了”
11 月 8日晚，张女士来到华阳

派出所报警求助。当天下午，她接
14岁的儿子放学回家，得知儿子考
试成绩不理想便批评了几句。不料，
就在她停下脚步接电话一刹那，儿子
不见了。

寻找一通无果，张女士看到儿子
发了一条微信朋友圈：“一切都结束
了。”配图是漆黑的夜空。这让本就焦
急的她更加慌乱。她随即来到华阳派
出所求助，请求民警帮忙找儿子。

通过“天网”监控，她看到儿子径
直走进了一家医院，出来后上了一辆
三轮车，不知去向。

多部门协同配合
24小时接力寻找少年
值班民警一边到学校宿舍寻找，

一边上报分局指挥室，指挥室立即向
全新区的派出所、交警、巡警进行通
报，并详细描述了孩子的体貌特征。

为了筛查这辆三轮车，民警对辖
区内还在道路上行驶的三轮车进行

一一甄别，终于锁定车辆，并通过“天
网”监控进行追踪。车倒是找到了，
却发现少年在地铁口下车后，再次去
向不明。

寻找持续到次日早上。华阳派
出所副所长史超8时许来上班，开始
接力寻找。在请示了局领导后，华阳
派出所当即立案。

上午9时许，民警获知令人激动

的信息——少年出现在了人民南
路。史超立即带领民警，和张女士一
起前往寻找；随后又传来消息，孩子
坐地铁到了高升桥，又在罗马假日广
场附近消失了。

民警连续“扑空”，家人不停用电
话联系孩子，少年却电话不接，微信
不回，中途还一度关机。

孩子主动联系家长
民警目送孩子与亲人团聚
9日晚上7时许，在失去联系近24

小时后，少年终于回了继父的短信，称
想见面。继父老李（化名）安慰他：“凡
事有我在，有问题都可以帮忙解决。”孩
子又提出想吃火锅，老李一口答应：“回
华阳来吃，我在地铁口等你！”

得到消息后，史超在华阳地铁口
和四河地铁口都安排了民警，等候少
年归来。为了不让孩子多想，所有民
警都悄悄“隐身”了。

在四河站出口，孩子终于出现，
看着老李带着儿子走向火锅店，民警
才离开。在孩子不知情的情况下，这
场长达24小时的搜寻，最终画了一个
圆满的句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曹菲

一条暖心“寻人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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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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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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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5时）
AQI指数 57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泸州、宜宾、内江、
雅安、攀枝花、广元、广安、乐山、德阳
良：遂宁、南充、达州、资阳、巴中、眉山、
绵阳、自贡

13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7-18 C
多云转晴

偏北风1-2级

6-18 C
多云间晴

偏北风1-2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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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1月13日开奖结果

明日限行 5 0

今日
限行 4 9

超级大乐透第19130期全国销售
303550489元。开奖号码：01、13、20、
21、26、04、10，一等奖基本3注，单注奖金
1000万元，追加0注。二等奖基本83注，
单注奖金556878元，追加50注，单注奖
金445502元。三等奖18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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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80589741.2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303 期 全 国 销 售
18055164元。开奖号码：669。直选全
国中奖4124（四川215）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4600（四川314）
注，单注奖金346元。18206620.99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303 期 全 国 销 售
10960246元。开奖号码：66916。一等
奖 44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67411206.5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月
13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白｜杰｜品｜股

延续反弹
问：周三沪指低开，盘中低位震荡，收盘

下跌。你怎么看？
答：尽管市场延续震荡，但中小创指数却

逆市飘红，而沪指也是险守2900点，盘面上大
消费、科技板块表现较好。截至收盘，两市涨
停30只，跌停9只。技术上看，沪深股指仍继
续失守5日均线，而两市成交也继续保持低
位；60分钟图显示，除沪指外，各股指继续收
于5小时均线之上，虽60分钟MACD指标绿柱
缩短，但仍未达到金叉状态；从形态来看，两
市股指周三并未再刷新短期调整低点，虽然
弱势震荡跟消息面及成交有关，但基本可以
预判的是，未来1-2周，沪指将出现反弹行
情，而一旦收复2970点，后市将再一次出现突
破的契机。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交、持仓
减少，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明显缩减。综
合来看，贵州茅台的再次新高也表明了场内
资金做多的意愿，由于短期支撑明显，后市反
弹有望延续。

资产：周三按计划以11.5元买入风华高
科12万股，之后以11.55元卖出12万股。目
前持有南玻 A（000012）45 万股，中新赛克
（002912）2万股，中际旭创（300308）5万股，光
环新网（300383）4万股，风华高科（000636）12
万 股 。 资 金 余 额 3634350.83 元 ，总 净 值
11715450.83元，盈利5757.73%。

周四操作计划：光环新网、中际旭创、中
新赛克、南玻A拟持股待涨，风华高科拟先买
后卖做差价。 胡佳杰

可回收垃圾、其他垃圾、餐厨垃
圾、有害垃圾……垃圾分类，已成为
成都各小区的热词。怎么处理分类
垃圾、如何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垃圾分
类？11月12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走访了成都两个垃圾分类优
秀小区。

志愿者入户宣传
物管定时定点引导

成都高新区，银泰·泰悦湾小
区。该小区2013年左右交房，共9栋
842户。

小区最大的垃圾分类收集点，有
个一体式垃圾分类设施，六个投放口
分成四类：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可回
收物、其他垃圾。除了投放口，一体
式垃圾分类设施还设有洗手池，供应
24小时热水。每个投放口上，都贴着
垃圾投放的固定时段。

“小区有四个垃圾分类收集点。”
小区物业客户部主管杜瞿利介绍，每
天都有固定的垃圾投放时间段，在投
放时间段外，业主不能投放垃圾。“到
了垃圾投放时间段，业主只要来到收
集点，轻踩下面的踏板，投放窗口就
会打开，方便扔垃圾。投放时间过
后，我们的保洁人员会对垃圾桶内
部进行消杀工作，保持站点的干净

整洁。”
垃圾分类是如何在小区铺开

的？“前期，我们在小区制作了宣传
栏，投放了电梯广告，开讲座对住户
进行培训，并邀请小区小朋友做志愿
者入户宣传。”小区物业保洁主管许
容介绍说。

垃圾的清运工作又是如何进行

的？“每天都会有清运车定时来进行
垃圾分类清运，像餐厨垃圾等会有专
门车辆运输。”

垃圾分类可获奖励金
餐厨垃圾回收再利用
青羊区太升南路的童子街庭

苑，建于 2008 年左右。一进入小

区，各式垃圾分类的宣传牌便映入
眼帘。在每栋单元楼下，都有一个
小的垃圾回收站点，被称为“呐吉小
岛”，有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两个投
放口。

“我们目前共有12台‘呐吉小岛’。”
工作人员介绍。“业主只需要下楼刷
卡登录，再将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分
类投放，就能收获‘奖励金’”。

小区深处有一个较大的垃圾投
放站，被称为“呐吉大岛”。“大岛”主
要回收有害垃圾和可回收物，并将有
害垃圾细分为3类、可回收物细分为
12类。

“‘大岛’每日定时开放，会由2名
专职垃圾分类引导员现场指导居民
登录智能设备投放垃圾，同时开展分
类宣传教育。”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道。

“大岛”背后，有小区的“餐厨垃
圾环保魔法屋”，有食用油桶做的花
盆，废弃轮胎做的花坛，生机勃勃的
青菜，绿意盎然的植物……通过微生
物高温发酵，降解产生的营养土被合
理地利用了起来。

“最大日处理餐厨垃圾300公斤，
经24小时降解其85%的重量，剩余
15%为产出的营养土，可用作肥料。”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陈静 实习生 刘柯辰

● 成都城市管理 ●

走访成都垃圾分类优秀小区

垃圾分类可换钱 餐厨垃圾能养花

“紧急紧急，今天（11月11日），一
位车牌为川A3XXXX的贵客在本店
餐饮就餐时候，由于新来的一名员工
大意，导致客人多付了1000多元，在
我代表全体员工向这位客人道歉的
同时，希望大家紧急转发一下，寻找
到他。”

11日晚，成都市温江区某餐馆老
板姚世伟一直紧握手机，将这条寻人
启事转发给各个好友和微信群。

当天下午，因为新来员工的失
误，结账时多收取了一位顾客1240
元，双方当时都未察觉。待餐馆负责
人发现后，报警的同时，也在朋友圈
发起了一场“人肉搜索”，以便更快找
到当事人，归还其多付的1240元。

经过大家的接力寻找，12日上
午，姚世伟联系上了顾客，总算安下
心来。而这位被找寻的陈姓顾客则
向记者感慨，能遇上这样诚信的老板
殊为难得。

收款失误
让顾客多付了1240元

“11日当天中午，有顾客订了一
个包席，用餐时间大概在11点半，时
间较早。”13日上午，中餐馆大堂经
理蒋莉如向记者回忆起“寻人退款”
事件始末。“他们大概12点半就用完
了餐，随后到二楼喝茶。那个餐位收
拾干净后，在下午1点多时迎来了另
一批客人，就是陈先生和他的朋友
们。”

蒋莉如拿出了当天陈先生的结
账清单，其中显示收取总金额为1683
元。“本来陈先生那一桌消费的只有
三菜一汤，总计443元。但算账打票
时，刚来的员工小妹把同桌的上一批
客人消费也算了进去，并没有注意到
两次是分别于11点左右和下午1点
左右下的单。”她表示，按理来讲一千
多的结账明细单据会相对较长，因为

所含菜品较多。但因为上一桌是订
的包席，直接算的套餐价并没有列出
菜品。“不仔细看恐怕发现不了。”

待该桌包席客人喝完茶到前台
结账，却被告知“账单已经结清”，
双方陷入疑惑时，餐馆方才意识到

“出问题了”。“通过核查消费，调取
监控，我们基本上找到了原因。”监
控画面上，下午 1 点 41 分（监控时
间有延误，应为当日下午 2 点 17 分
左右）一位结账时身穿西装的男子
被“锁定”。

人肉搜索
朋友圈发起紧急寻人

“根据监控比对，我们找到了这
位男子的车牌号，随即报了警，希望
通过查找车牌找到他的信息。”蒋莉
如表示，与此同时，整个餐馆上上下
下都在自己朋友圈内发出了“寻人启
事”，寻找这位顾客。

“紧急紧急，今天（11月11日），一
位车牌为川A3XXXX的贵客在本店
餐饮就餐时候，由于新来的一名员工
大意，导致客人多付了 1000 多元
……”当晚，这条消息几乎传遍了温
江，文末姚世伟还附上了自己的手机
号码，以期有人能认识这位顾客，方便
取得联系。

12日上午，一位朋友发来的信息
让姚世伟松了口气。“说认识这位男
子，并提供了联系方式。”姚世伟立马
加了微信，向这位姓陈的顾客道歉后
归还了其多付的1240元。

“付款的时候我以为店内就是这
样的消费水平。”顾客陈先生告诉记
者，自己当天是和几位朋友一起在温
江吃饭，买单时比较匆忙并没有多
问，而老板能做到如此诚信自己也深
受感动，“现在还能有这样的老板确
实不容易。”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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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收顾客1240元
成都一餐馆网上紧急寻人为退款

“紧急紧急，今天（11月11日），
一位车牌为川A3XXXX的贵客在本店
餐饮就餐时候，由于今天新来的一名
员工的大意，导致客人多付了1000
多元，在我代表全体员工向这位客人
道歉的同时，希望大家紧急转发一
下，寻找到他。”

14岁少年赌气出走 民警24小时接力寻找
母亲致谢：我们全家的幸福找到了

张女士到华阳派出所报案。

餐馆广发于朋友圈的“寻人启事”。

餐馆老板致歉并退回误收的餐费。

结账收据。

成都小区内设置的垃圾分类收集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