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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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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65 空气质量：良
优：马尔康、资阳、康定、攀枝花、乐山、
宜宾
良：广安、广元、巴中、内江、达州、遂宁、
泸州、西昌、南充、绵阳、雅安、德阳、眉
山、自贡

18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11月18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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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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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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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遇到烦心事
扫码求助封面新闻

超级大乐透第20116期全国销售
281698423元。开奖号码：08、10、12、
16、22、03、09，一等奖基本7注，单注奖金
6651639元，追加2注，单注奖金5321311
元。二等奖基本73注，单注奖金166572
元，追加26注，单注奖金133257元。三等
奖 320 注 ，单 注 奖 金 10000 元 。
661279587.9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0269 期 全 国 销 售
17718022元。开奖号码：693。直选全
国中奖 2903（四川 151）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13489（四川
1020）注，单注奖金173元。29730333.43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0269 期 全 国 销 售
11693546元。开奖号码：69376。一等
奖38注，单注奖金10万元。431677785.90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1月
18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笑）今年3
月，四川省推进村级建制调整改革。
按照部署，改革后的村级党组织书记
将通过法定程序对村（居）委会主任和
集体经济组织负责人实行“一肩挑”。
彭州市纪委监委对近3年查处的村级

“一把手”违纪违法案件进行分析，预
判改革后村级党组织书记廉政风险将
大幅增加，权力腐败空间也将加大。

为引导村级党组织书记廉洁用权，
强化“一肩挑”后廉洁风险防控，有效管

住村级“一把手”，彭州市纪委监委联合
市委组织部、市委社治委、市民政局等
相关单位，出台《加强村（社区）党组织
书记权力运行监督制约工作办法》，厘
清各部门主体责任、主管责任和监督责
任，并对125个案件进行深入剖析，对
集体资产处置、村级工程项目建设、“两
委”公章使用等风险高发领域重点防
范，系统完善监督管理办法，明确规定
备案、审计、审批等程序要求。

同时，《工作办法》紧盯“有权不

用”和“有权乱用”问题，为村级“一把
手”行权规则划定“红线”，对必须经党
员大会讨论决定的 5 个事项、必须经
村（居）民大会讨论决定的 12 个事项
进行硬性制度约束，配套设置惩戒措
施，防止“一肩挑”变“一言堂”。

据了解，目前该《工作办法》已在
彭州13个镇（街道）全面推行，为规范
和加强基层行权监管，进一步做深做
细村级建制调整改革后半篇文章，不
断提升群众满意度进行了有益探索。

成都彭州规范村级“一肩挑”权力制约监督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赖芳杰）申
报纳税、护照换发、社保卡查询挂失
……这些与群众生产生活密切相关
的 70 个政务服务事项纳入成德眉
资政务服务同城化第一批跨区域通
办范围，其中 38 项可实现即时办理

（办结）。
11 月 18 日，成德眉资政务服务

同城化（第一期）金（堂）广（汉）中
（江）仁（寿）安（岳）启动仪式在金堂
淮州新城举行。五地现场签订了政
务服务同城化通办协议，明确将根据
企业、市民跨区域通办需求，积极创
新合作路径和模式，逐步扩大事项范

围，建立“标准统一、异地受理、远程
办理、协同联动”的政务服务新模式，
通过“窗口协助帮办、数据线上跑路、
寄递线下配送”工作模式，通过直接
办理、网上办理和授权委托办理等方
式，实现跨区域通办，为企业和市民
提供更多便利的政务服务。

此次活动作为政务服务同城化起
点，进一步深化交流对话，探索建立协
同发展机制。五地倡议“构建协同发
展机制、建设营商环境高地、推动产业
协作协同”，不断扩大成渝地区政务服
务同城化“朋友圈”；共建“金广中仁
安”营商环境联盟；推动产业协同协

作，高效促进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
产要素流动，加快构建分工合理、高效
协同的现代产业体系，奋力推动形成
五地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

70项服务可跨区域通办（部分）

◎社会保障卡挂失与解挂
◎企业离退休人员领取养老待遇

资格认证
◎居民身份证遗失补办
◎普通护照首次签发
◎来往港澳通行证换发
◎车船税申报
◎开具税收完税证明

70项服务可跨区域通办

成德眉资政务服务同城化启动

11月18日上午，有市民经过成都
刃具立交桥时发现，有工人正在桥墩
上安装“铰链”。这种“铰链”是做什么
用的？带着市民的疑惑，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到刃具立交桥进行了实
地走访调查。

现场走访
立交桥多处已安装“铰链”

当日下午 3 点，记者在刃具立交
桥下看到，多名工人正在现场施工，部
分桥梁上已安装好“铰链”。当记者上
前询问时，一工人表示，他刚来一天，
不了解情况，并指了一个方向，“那边
有个牌子，你可以去看一下。”

顺着工人手指方向，记者看到了
一块“扬尘投诉公示牌”，上面的项目名
称为“市管城市桥梁抗震抗倾覆专项维
护整治项目”，建设单位为“成都市城市
道路桥梁监管服务中心”。

官方回复：
“铰链”为桥梁抗震所建

根据公示牌的提示，记者联系到

了成都市城市道路桥梁监管服务中心
维护科的一名工作人员。该工作人员
解释，安装“铰链”是为了防止地震发
生时，桥梁梁体滑落。

据了解，除了刃具立交桥，目前成
都还有 7 座桥同时在安装防落梁锁
链，分别是双桥子立交桥、光华路跨线
桥、老南门高架桥、火车东站南匝道
桥、二环高架交大路口段、桂溪立交匝
道桥和科华路跨线桥。

“全市桥梁抗震维护已进行了 3
年。”上述工作人员说，安装之前，都由
桥梁设计院对桥进行计算、复核，从而
进行判断，“一些桥是安装抗震挡块，
那是安装在桥梁侧面的，另一些就是
安装防落梁锁链。”

据工作人员透露，这次的桥梁抗
震抗倾覆专项维护整治项目预计本月
底结束施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姚箬君

成都刃具立交桥安装的“铰链”是干啥的？
官方回复：防止地震发生时桥梁梁体滑落

部分桥梁已安装好防落梁锁链。

工人正在安装防落梁锁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