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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28 C 16-26 C
多云转阵雨或雷雨
偏北风4- 6级

小雨转阴
偏北风1- 2级

24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5—75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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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10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成都（16时）
AQI指数 130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康定、攀枝花、西昌、广
元、巴中、宜宾、内江、绵阳
良：遂宁、德阳、眉山、资阳、自贡、南
充、泸州、达州、乐山、雅安、广安

23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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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5月23日开奖结果

体彩

超级大乐透第20040期全国销售
350219331元。开奖号码：02、17、20、
28、29、01、07，一等奖基本3注，单注奖
金1000万元，派奖2注，单注奖金1000
万元，追加2注，单注奖金800万元，派
奖2注，单注奖金800万元。二等奖基
本99注，单注奖金155828元，幸运奖
16注，单注奖金155828元或93496
元，追加66注，单注奖金124662元，幸
运奖 16 注，单注奖金 124662 元或
74797元。三等奖237注，单注奖金
10000 元，幸运奖 24 注，单注奖金
10000元或6000元。1290293247.09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下期一等奖派
奖奖金4400万元。幸运奖派奖奖金余
额287740574元。

排列 3 第 20094 期全国销售
26033312元。开奖号码：328。直选
全国中奖17743（四川1189）注，单注
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58498
（四川 3502）注，单注奖金 173 元。
21916373.1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 5 第 20094 期全国销售
11402070元。开奖号码：32875。一
等 奖 90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422310766.4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告。
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5月23日，记者从成都机场官网发
布的“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航站楼有税商
业招商推介会答疑”获悉，成都天府国
际机场预计2021年7月投用，除国航、
川航、成都航、东航、西藏航外，其他航
司均转至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运营。

国际（地区）航线如何分？
港澳台之外航班都在天府机场

天府机场投用后，将和成都双流
国际机场形成“一市两场”。天府国际
机场投入使用时间、两个国际机场如
何定位、哪些航空公司将转场，是公众
最关心的问题。

根据“答疑”，天府国际机场计划
投用时间为2021年7月。天府机场定
位为成都国际航空枢纽的主枢纽，双

流机场定位为区域航空枢纽。双流机

场现有2条跑道、50万平方米航站楼，

天府机场一期共规划建设 3 条跑道、

71万平方米航站楼。从两场定位和保

障能力来看，未来天府机场航班量将

在两场中占主要比例。

国航、川航、成都航将两场运行，

东航部分商务航线保留在双流机场，

西藏航可保留双流机场运营，其他航

司均在天府机场运营。

天府机场转场周期为 4 个航季

（即 2 年）左右，涉及航班迁移计划和

数量的相关方案正在制定中。天府机

场转场投运工作结束后，双流机场将

保留约 460 个日进出港客运航班（目

前为 1100 架次左右），主要运营国内

商务航线和港澳台地区航线，保障国

际公务航空业务和国际备降航班。

天府机场国际航线如何飞？
将增加欧美澳主要国家通航点

除了港澳台之外的所有国际航班
都在天府机场，那么，天府机场的国际
航线将主要飞哪里？ 据介绍，2019

年，双流机场港澳台与其他国际航班
旅客量分别占总旅客吞吐量的 1.8%
和 10.3%；双流机场国际旅客吞吐量

（不含港澳台）达到了572.6万人次。
为进一步推进成都国际航空枢

纽建设，天府机场未来将着力加强国
际航线网络覆盖，优化航线网络结
构。

一是强化与周边的航线连接，以
东亚、东南亚、南亚等“一带一路”国
家为重点，加密航班频次，提升通达
性和通畅性，服务出入境旅客发展需
求；开发中亚、东北亚等地区国际新
航点，培育航空出行新需求。

二是将拓展远程国际网络。突
出西向南向门户枢纽优势，增加欧美
澳主要国家通航点，进一步提高对欧
美发达经济体的覆盖；逐步加密远程
航线航班，提升重点地区出行便利
性；选择性增加南美、非洲、中东等地
区新航点，提高全球通达能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金祝
综合川报观察

天府国际机场预计明年7月投用

5月18日，沿海某大学研究
生录取结果出来后，广安市
邻水县的胡敏满是欢喜，憧

憬着即将到来的研究生生活。
5年前，姐姐胡敏高考成绩超过一本

线18分，双胞胎弟弟胡俊杰超二本线26
分。可姐弟俩还来不及庆贺，就抱着痛哭
一场。原来他们的父母早亡，家里唯一经
济来源是靠爷爷种庄稼换取微薄收入。

为了减轻家里负担，弟弟对家人
说，“只考了400分左右，连本科线都没
上”，准备外出打工。后来，他们的故事
经华西都市报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广泛
关注，当地政府、学校、爱心企业向他们
提供资助。最后，姐姐胡敏顺利就读成
都中医药大学，弟弟胡俊杰复读一年
后，考上武汉一所一本大学。

5年后，姐弟俩的生活发生了哪些
变化？

为让姐姐读大学
弟弟放弃填志愿欲打工

胡俊杰如今已经大学毕业，还有
一个多月，他将正式入职武汉某国
企。他不时会想：如果当年没有爱心
资助，自己会在哪里？将会怎样？

2015年，得知和姐姐都考上大学
后，胡俊杰向家人隐瞒了自己的成绩，
称没有上本科线，并放弃填志愿。对
于19岁的少年来说，这是个艰难的决
定。一方面，他非常向往大学的生活，
另一方面，他心里很清楚：家里没条件
支持两个孩子上大学。

2002年，姐弟俩的母亲因病医治
无效离世。2007年，身患重病的父亲
也离开了。生活的重担落在了年迈的
爷爷奶奶身上，两位老人靠种地供孙
子孙女读书。“我们的学费都是爷爷一
锄一锄地挖出来的。”在胡俊杰眼里，
爷爷为了供他和姐姐读高中，已经老
了很多。胡俊杰不忍心老人再如此辛
劳供他们上大学。同时，作为男子汉，
他应该承担更多责任，让姐姐去读书。

最后，胡俊杰将查询高考分数的
短信删除，并告诉姐姐，他要出去打

工，减轻家庭负担。

社会爱心资助
弟弟复读一年考上一本

2015 年 7 月，华西都市报报道了
《姐弟同时考上大学 弟弟放弃填志愿
欲打工供姐姐》后，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得知姐弟俩情况后，东方航空表
示，将为他们的学习和生活提供资
助。东航四川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
理刘成说，姐弟俩的故事令人感动，他
们互相关心、关爱，体现了中华民族的
传统美德，两个孩子都应该上大学。

由于胡俊杰已错过了当年的志愿
填报，东航先对胡敏提供每年1.5万元
的资助，并承诺胡俊杰考上大学后，同
样会给予资助。

经过一年复读，胡俊杰考上了武
汉一所一本大学。东航在为他提供
1.5万元资助的基础上，还向他提供就
读期间成都往返武汉的机票，帮助他
解决大学四年的交通问题。

“复读那一年，是高中投入身心最
多的一年，做题都特别有劲，不用去担
心其他的。”胡俊杰说，他高中的成绩
保持在全年级前50名。

而胡敏因父母生病去世的原因，
梦想成为一名医生。在东航资助下，
她顺利进入成都中医药大学学习。在

大学本科学习中，她对医学的热爱与
日俱增，希望成为优秀的医务工作者。

生活上，老师们对胡敏很照顾，并
优先为她考虑符合条件的资助政策及
勤工助学岗位。

新的开始
姐姐读研弟弟完成学业

时间如白驹过隙，胡俊杰完成大学
4年的学业，将从学校走向社会。胡敏
经过5年努力，如愿考上了研究生。

“今年疫情发生后，医务人员非常
辛苦，这个领域有很大的人才缺口。我
报的是临床医学专业，希望学成之后，
能在专业领域为国家多做一点贡献。”
胡敏说。

胡俊杰则希望能尽早在武汉站稳
脚跟。“等我稳定下来，会征询爷爷奶
奶的意见，希望能把他们接到武汉一
起生活。”胡俊杰说，“他们养了我们这
么多年，该享福了”。

姐弟俩都很感激社会对他们的关
心与资助。“这些关爱让我常怀一颗感
激的心，让我们觉得一定要做善良的
人，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也会去
帮助他们。”胡俊杰说，待工作稳定下
来，他会去参加一些志愿活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金祝 雷远东

5年前，本报报道贫困双胞胎考上大学引关注

爱心资助 姐弟本科毕业开启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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