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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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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间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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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有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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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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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0—13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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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5时）
AQI指数 94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攀枝花
良：广安、南充、泸州、内江、眉山、自
贡、德阳、乐山、遂宁、达州、绵阳、广
元、雅安、巴中、资阳
轻度污染：宜宾

22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1月22日开奖结果

7 星彩第 19134 期全国销售
16234478元。开奖号码：4203437，
一等奖0注；二等奖14注，单注奖金
31810元；三等奖170注，单注奖金
1800元。21504827.81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排列 3 第 19312 期全国销售
17805726元。开奖号码：576。直
选全国中奖4518（四川337）注，单
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6 全国中奖
8449（四川 491）注，单注奖金 173
元。18737969.83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排列 5 第 19312 期全国销售
12500178 元。开奖号码：57611。
一等奖 45 注，单注奖金 10 万元。
366629139.68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
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
年1月21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11月 23日，党建引领城
乡社区发展治理·成都论
坛将举行。除了主论坛，

活动还将在成都高新区举行产业社
区分论坛，在青羊区举行国际化社
区营造分论坛，在金牛区举行智慧
治理分论坛，在武侯区举行社区基
金会和社会企业分论坛，在温江区
举行城乡社区健康邻里关系塑造分
论坛。

论坛专家云集，将为成都城乡
社区发展治理献策支招。与此同
时，现场还将发布城乡社区发展治
理理论成果。

国际化社区的打造是城乡社区
发展治理的重要内容。根据《成都
市国际化社区建设政策措施》，到
2022年底，全市22个区（市）县实
现国际化社区“全覆盖”。包括建成
国际学校6个，涉外医疗机构达到
20家，出入境服务站达10个，外籍
人士之家22个。

不能一切向国外看齐
要以扬弃的态度学习借鉴

怎样建设国际化社区？天府新
区万安街道麓山国际化社区积极探
索后，有自己的理解。

“我们需要清楚认识到国际化
不是把外国的好东西拿进来、一切
向外国看齐，而是自信、明辨，以扬
弃的态度学习借鉴国外先进文化，
用外国人听得懂的语言讲述我们与
众不同的优势，尤其是保持至今的
传统，那是我们的根、我们的基因、
我们的血脉。”麓山国际化社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

在万安街道麓山国际化社区，
结合元旦、春节、端午等节日，开展
太极拳、书法、京剧川剧表演、茶艺
等系列活动，让外籍居民感受中国
传统文化和天府文化的魅力，促进
中国传统文化传播。

与此同时，麓山国际化社区还
打造特色商业街区，对辖区影院、银
行、健身、餐饮等设施及双语标识系
统进行了改造；升级改造党群服务
中心，建立外籍人士之家，完善双语
版麓山小镇生活指南等。

便利与智能是这里的特点。社
区在环境上，除了保持清新整洁，一
是专门设置了手机充电服务，供居
民在手机电量不足的情况下救急使
用；二是免费WiFi开放，居民可以
在书院上网休息、查阅资料等；三是
设置暖心一壶水服务，在书院桌子
上每天都会有一壶温水，供居民自
行饮用；四是设置务工人员热饭微
波炉，在麓山打工的农民工，有用饭

盒带饭或者中午泡方便面的习惯，
社区专门添置了微波炉，提供免费
使用。此外，这里还规划建设200
个新能源充电桩，引入智慧停车系
统，实现交通出行智能化。

生态是一张“王牌”
提高整个区域的生活品质

青羊区东坡街道清水河社区有
个比利时女孩范骊佳。两三年前，
范骊佳很腼腆害羞，参加活动几乎
不敢与居民和老师交流。随着参加
课程的种类形式越来越多，她的中
文越来越棒，逐渐与居民都热络起
来，后来她还拜社区舞蹈工作室的
老师为师。现在，经常能看到她跟
着师父和社区大妈们一起练习舞
蹈，再加上被评为清水河社区“国际
邻居”中外文化体验融合项目活动
积极分子，她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青羊区东坡街道社区发展治理
中心主任鲁力认为，国际化社区的
建设，一定不是只针对辖区外籍人
士，应该通过国际化社区的建设，提
高整个区域建设标准与生活品质，
让国际化社区建设成果，惠及到区
域内每一个居民。

按照清水河社区国际化社区三
年规划，将逐步勾画文艺一公里、文
创一公里、文教一公里3条主题线
路，今年即将呈现的文图两馆改造、
东坡北一路多语标志牌、东坡路滨
河绿化提升三大项目。

在鲁力看来，阳光生态是清水
河社区的又一张“王牌”，全辖区
60%的生态绿化率，毗邻东坡体育
公园、清水河公园以及浣花溪公园
三大城市公园，已经拥有了建设国
际化社区的优良生态本底。

清水河社区如何打好这张王
牌？鲁力认为，首先是在优良的生
态本底里，注入国际范的新消费场
景——优品道社区消费新场景；其
次，统筹实施文艺一公里的三大点
位，进一步提高区域国际化氛围和
体现度，打造阳光型生态社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成都如何建设国际化社区？

打好生态这张“王牌”
注重社区便利与生活智能

专家团实地考察成都社区

原来社区治理
“花样”这么多

11月22日，“党建引领城乡社区
发展治理”专家团分为3组，对成都社
区进行参观考察。通过实地走访成都
的社区，来自全国各地的37名专家团
成员对目前成都的城乡社区治理情
况，有何印象与看法？

在青羊区苏坡街道清源社区，首
先映入眼帘的是茶馆，社区老老少少
在这里悠闲地喝着茶。专家团还参观
了专为社区长者提供放心餐食的清
源食堂，以及清源龙门茶艺和清源刺
绣服务中心，让专家团感到原来小小
的社区还能玩出这么多花样。

“去年我们收入150万元，今年预
计将达200万元。”在清源社区党委
书记汤继刚看来，这200万元收入完
全可以让社区有信心和实力，不等不
靠，用自我造血能力推动社区治理。

“这里的环境特别亲民，我相信
周边的居民都乐意走进来坐一坐。”
来自深圳市委组织部的王良这样评
价清源社区，社区提供的服务和设施
都非常贴近当地居民的实际需求，居
民可以在这里喝茶、聊天、娱乐、用
餐，甚至就业培训。

“社区积极引入专业社会组织，
并使之持续服务社区。”在参观完清
源社区后，眉山市东坡区民政局机关
党委书记许闯对此非常感兴趣。他想
趁此机会牵线搭桥，找到适合引入眉
山社区的专业社会组织。

与社会组织紧密合作的不仅有清
源社区，在成华区二仙桥街道下涧槽
社区，有新建的“邻里月台”社区营造
中心，改造了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文化
楼、灯光球场。社区将“邻里月台”以1
元/年租金的形式，交由社会组织运
营，做强社区营造；与四川省歌舞剧院
合作，将灯光球场以1元/年租金交由
企业运营，打造院坝文化总部基地和
培训中心，做优文化品牌。

汤继刚认为，民情茶馆很有代表
性，不仅能创收，还能化解邻里纠纷。
此外，社区的龙门茶艺工作室有来自
英国、加拿大等世界各地的300多名
学员。而清源刺绣服务中心免费为社
区居民上课，只要技术过关，并有持
续的订单支持，每个学员每年可增收
两三万元。

据悉，此次专家团实地考察了成
都市规划馆、武侯区火车南站街道桐
梓林社区、成华区二仙桥街道下涧槽
社区、金牛区沙河源街道新桥社区、
新都区新都街道新桂东片区、青羊区
苏坡街道清源社区、温江区万春镇幸
福村等点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秋凤

看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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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早上7时20分许，绵
阳市游仙区游仙路华兴北街一处光缆
被挂断掉落，严重阻碍了道路正常通
行。绵阳市交警直属三大队执勤民警
何维爬上被阻停的公交车托起光缆，被
网友称为“托举哥”。

何维在车顶支撑了20分钟，到最
后双手酸胀无力。随后，交警调来一台
挖机，伸出长臂“顶”住光缆。8时20
分许，光缆维修人员赶到现场，持续拥
堵近一个小时的道路恢复通畅。

过街光缆被挂断
交通要道被堵

22日7时20分许，正值早高峰，绵
阳游仙区华兴北街往六里村方向干道
发生拥堵滞留情况。市交警直属三大
队执勤民警冯聪颖与同事前往查看发
现，路中央上方一处光缆线断裂掉落，
小车纷纷避让缓慢前行，一辆公交车被
阻停在路中，后方车流通行被切断，拥
堵情况加剧。

“该路段是游仙区通往涪江二桥唯
一通道，车流量大。”执勤民警何维说，
当时车流聚集，通行压力激增。短短几
分钟，拥堵使车流反堵回流至东津桥，

游仙区几条主要干道都受此影响，出现
滞留情况。

减轻交通压力
民警化身“托举哥”

事态紧急，首先赶到现场的四位民
警立即对车流进行疏导，并通知大队警
力协调疏流。另一方面，联系相关抢修

部门对被挂断的光缆进行修复。
当时，路中车流越来越多，一辆大

型货车也被挡住了去路。民警商量后，
决定先支撑起光缆，留出空间，供大型
车辆通过。

怎么支撑？这是个难题。何维决
定爬上被阻停的公交车，用手撑起光
缆。“无法直接爬上公交车车顶，我就先
爬上旁边的大货车。”何维说，当时公交

车旁边停着一辆被堵的大货车，他爬上
公交车车顶后，双手拾起掉落的光缆
线，高高举过头顶。

双手酸痛无力
仍拒绝同事替换

何维在车顶托举光缆的同时，其他
排堵民警紧急对拥堵的车辆进行分流，
尽快让滞留于此的车辆通过，并向大队
指挥中心请求支援。

20分钟后，增援的小型挖机到达
现场，撑起光缆线，何维这才从公交车
顶下来。

何维在车顶托举光缆20分钟，保
障了过往车辆的通行。“举过头顶20分
钟，感觉身上的劲用光了。”何维说，被
挂断的光缆有不少分支，非常重。当他
放下光缆时，双手已酸痛无力。

“他（何维）坚持了那么久，怕他体
力不支，我们想换他下来……”冯聪颖
说，因担心何维，同事们纷纷要求换他
下来，顶替支撑光缆线，但都被何维拒
绝了。

8时20分，光缆维修人员赶到现
场，对掉落的光缆线进行了修复，受阻
的道路恢复通行。

梁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洪攀 姚茂强

光缆掉落引发交通堵塞 绵阳交警化身“托举哥”
成都先导成为

四川首家科创板过会企业
11月22日，成都先导药物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成都先导”）首发过会，
成为四川首家科创板过会企业。

成都先导此次IPO计划发行不低于
4000万股，占本次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10%以上。拟募集资金净额为6.6亿元，
其中4.98亿元用于“新分子设计、构建与
应用平台建设项目”，1.62亿元用于“新
药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招股书显示，成都先导成立于2012
年，主营业务为利用其核心技术——
DEL 技术提供药物早期发现阶段的研发
服务以及新药研发项目转让。具体业务
包括：DEL 筛选服务、DEL 库定制服务、
化学合成服务、新药研发项目转让等。

成都先导依托其领先的DEL技术，
及相关配套的药物设计、筛选和优化平
台，可为合作伙伴提供早期药物发现与
化合物合成阶段的技术服务。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期内公司净利
润很大程度依赖政府补贴。同时，公司
海外业务收入比例较高。报告期内，公
司超过90%的收入均来自于海外，而来
自美国地区的收入比例均超过80%，属
于技术服务出口型企业。

招股书显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李进直接持有公司22.744%股份，并通
过聚智科创间接持有10.737%的股份，
合计持股比例为33.481%。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熊英英

民警何维在公交车上托起光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易弋力）11月
22日，以“品质川货、智慧生活，助力精
准扶贫、加强产销对接”为主题的

“2019川货电商节暨电子商务发展峰
会”和“四川省贫困地区农特产品展销
活动”在成都开幕。此次活动是顺应数
字经济发展大趋势，由我省举办的首届
电商资源与扶贫产品创新融合的展示
展销会议，通过“一会、一论坛、两展、三

对接、三网销”活动，打造成为电商行业
规模最大、参与度最高、最有影响力的
川货品牌网络盛会。

“一会、一论坛”将突出关注5G、数
字零售、人工智能、电商扶贫等热点领
域；同期举行川货电商节和扶贫产品展

“两大主题展”，展览面积达1.1万平方
米；“三对接”为中国（四川）贫困地区特
色农产品品牌推介洽谈会、品牌川货（农

产品）电商区域合作推介会、农商互联暨
实地产销对接，致力于多渠道拓宽贫困
地区农产品营销渠道；“三网销”依托“一
地一品”品质川货互动展示、品牌川货电
商现场互动、品牌川货线上推广等网销
活动，掀起“买川货、卖川货”热潮。

相关活动将持续至11月24日，三
天活动期间，将有330户线下电商企
业、200多户贫困地区企业、超过1万

户线上电商企业参与，10余万种“四川
造”产品线上促销，预计将促进我省11
月网络零售额超过600亿元。

2018年四川省电商交易额3.3万
亿元、居全国第6位、中西部首位。今年
1-10月四川省电商交易额近3万亿元、
增长11%。电子商务在引领数字经济
发展、推进改革开放、拉动消费升级、创
造就业新岗位等方面发挥着主导作用。

2019川货电商节开幕

10余万种“四川造”产品线上促销

天府新区万安街道麓山国际化社区居民在练习书法。

天府新区万安街道麓山国际化社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