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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西 曝 光 台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力）为进

一步规范成都道路运输市场秩序，有
效保障旅客出行安全，成都市交通执
法部门对重点路段、区域开展了集中
整治，针对班线车、旅游（包）车等客
运大巴不断加大检查力度，打击各类
违法违规行为。10月14日，记者从
成都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总队获悉，
执法人员近期在火车北站附近连续
查处两辆涉嫌非法营运的客车。

近日在成都火车北站西二路附
近，一辆形迹可疑的川R牌照旅游车

辆引起执法人员注意，“我们一直在
加大对重点区域的巡查力度。”执法
人员说，巡查中发现这辆旅游客车
后，立即对其依法检查。

经查实，该车由成都前往西昌，车
上所载53名乘客均为驾驶员廖某招
揽，“乘客已支付100元到250元不等
车费。”执法人员说，驾驶员廖某并未
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
路运输经营，已涉嫌非法营运，“廖某
被挡获后，很快承认了违法行为。”

就在该车被查获6天前，执法人
员在火车北站五块石客运站附近，也
查获一辆川W牌照旅游车辆，车内所

载15名乘客都是驾驶员魏某招揽。
“两车的当事驾驶员均未取得道

路运输经营许可，涉嫌非法营运。”执
法人员介绍，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两
人面临最高10万元的行政处罚。

“下一步将继续加大检查和执法
力度，严查狠打各类违法违规行为，
为广大人民群众出行提供一个安全、
舒适、温馨的环境。”同时，执法人员
提醒驾驶员切勿参与非法营运，并呼
吁广大市民在出行乘车时选乘正规
营运车辆或公共交通。市民可通过

“12328”举报电话，对非法营运车辆
进行监督举报。

成都两客车涉非法营运被挡获
司机面临最高10万元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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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5时）
AQI指数 40 空气质量：优
优：马尔康、康定、西昌、巴中、广元、雅
安、乐山、泸州、遂宁、宜宾、广安、攀枝
花、内江、南充、德阳、绵阳、达州、资阳、
自贡、眉山

15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0—8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至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至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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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中国体育彩票10月15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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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第20235期全国销售19487914
元。开奖号码：284。直选全国中奖6874
（四川485）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
中奖27704（四川2250）注，单注奖金173
元。25918419.5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0235 期 全 国 销 售
12200264元。开奖号码：28466。一等
奖 41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411601251.2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20043期全国销售
29297168 元 。 开 奖 号 码 ：
31330000101313，一等奖全国中奖38（四川
3）注，二等奖全国中奖1539（四川98）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20043期全国销售
18369108元。开奖号码：31330000101313，
全国中奖4843（四川273）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0043期全
国 销 售 65200 元 。 开 奖 号 码 ：
130000011133，全国中奖1（四川0）注。

足球4场进球第20043期全国销售
872958元。开奖号码：10121130，全国中
奖164（四川16）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0年12月
14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10月15日上午10点30分，因
公牺牲民警李雨阗遗体送别仪式在
广元市苍溪县举行，数万群众夹道相
送李雨阗。为更好地传承李雨阗精
神，广元市公安局党委决定，将他生
前使用的“035225”警号作为特殊警
号永久封存。

当日，公安部、省公安厅发来唁
电，对李雨阗表示沉痛哀悼，向其家
属致以亲切慰问。唁电写道，面对群
众危难，李雨阗奋不顾身、冲锋在前，
用年轻的生命诠释了人民公安为人
民的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践行了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
律严明”的总要求。李雨阗生前信念
坚定、恪尽职守、为民奉献、英勇顽
强，是名副其实的业务能手和侦查破
案的骨干。

15日本该他值班
4人值班组却变成了3人

1989年3月出生的李雨阗是苍
溪县公安局东城派出所民警，二级警
司警衔。10月8日在处警中因施救
落水群众不幸牺牲。

“英雄，一路走好！”苍溪县殡仪
馆纪念厅外，悼念者送的菊花已重叠
1 米高，这是 10 月 12 日李雨阗遗体
被发现后，各地、各界的群众自发送
的。

15日上午10点30分，灵车从苍
溪县殡仪馆出发，沿着李雨阗曾经生
活、学习、工作、战斗过的地方走过。
苍溪县东城派出所，这是李雨阗工作

的地方，15日本该是他值班的日子，
4个人的值班组变成了3个人，变成
永别。

市民任静站在人群中不住地抹
泪，“李警察是大好人！”两年前，任静
的姐姐有一笔存款到期了，银行却擅
自将存款转为了理财产品。可这时
候，任静姐姐的老人公重病住院，救
命钱却取不出来。任静从绵阳赶回
老家苍溪处理，报警后，接警到现场
的正是李雨阗。“他跑上跑下，打了无
数个电话，终于协调把钱取了出来。”
事后，任静专程送上了一面锦旗，“这
名字就一直记在心里，万万没想到，
在抖音上见到他离去的消息。”

家人一起吃团年饭
他在视频那头吃泡面

在东城派出所附近，一群社区大
妈也在流泪。2018年10月，她们给

一家开发商发传单，约定报酬为 60
元一天，最后却没结账，报警后正是
李雨阗出警。“他出事后，我们天天在
江边等他回来。”大妈说。

十几位军人笔直地站在送别的
人群中，虽然李雨阗已退伍多年，但
战友们仍从各地赶来送他最后一
程。曾经的战友林鹏记得，在部队
时，从没看到他穿便装，“周末不是在
学习就在训练。”

李雨阗的妹妹姚勃男和他走得
最近。姚勃男记得，哥哥从没在家吃
过一顿完整的饭。有一年大年三十，
全家人一起吃团年饭，哥哥却在视频
那头吃泡面。

东城派出所副所长曾靖凯和李
雨阗一个值班组，最后悔没跟他说

“注意安全。”
李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苏定伟刘彦谷

10月15日，苍溪县群众夹道送别英雄李雨阗。省公安厅供图

数万群众含泪送别救人英雄
苍溪民警李雨阗的警号035225将永久封存

“无人机已锁定目标，通过高空
发射抓捕网，犯罪嫌疑人被牢牢控制
住。”10月15日上午10点，四川省公
安机关警用无人机实战大练兵汇报
演练在天府新区通用航空职业学院
内准时“开练”。

来自 21 个市州的公安机关对
编队飞行、高空喊话、网枪发射、精
准抛投、超视距侦查、精准击破等科
目进行了逐一演示。这些无人机实
战内容，在日常公安工作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此次全省大练兵持续3天，21支
队伍分 6 大项目开展比拼。“这次比

武练兵活动是为了备战11月初全国
片区竞赛进行的一次公开选拔。”据
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介绍，省厅警航
办对标公安部比赛大纲要求，邀请全
国警用无人机专家组成大赛评委会，
科学设置比武科目，精准制定比赛规
则。经过3天角逐，6个项目的获胜
队伍脱颖而出。

据了解，警用航空是现代警务力
量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四
川积极应对新形势、新挑战，探索和
实践警用航空发展的长效机制，推动
警航工作稳步发展。高度关注管理
规范化建设，大力培育警航专业人

才，狠抓警航装备体系建设，广泛开
展实战大练兵活动，全省警航综合战
力初步显现。

目前，四川全省共有持证警用无
人机驾驶员185人，配备各型警用无
人机 353 架，在反恐、禁毒、治安管
理、交通管理、刑侦等任务中得到广
泛应用。各地围绕“多警种配备、系
统化建设、智慧化应用”建设目标，积
极适应警用无人机现代化、信息化、
动态化管理要求，构建智慧型警航作
战体系和社会治安立体防控体系，全
力打造智慧警航。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于婷

我省公安警用无人机实战大练兵

高空发射抓捕网 牢牢控制嫌疑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