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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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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8时）
AQI指数 70 空气质量 良
优：广元、攀枝花、马尔康、西昌、达州、
资阳、康定、内江、遂宁、南充、宜宾、乐
山、眉山、绵阳、巴中、雅安
良：自贡、泸州、广安、德阳

11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3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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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排 列 3 第 21060 期 全 国 销 售
32344710元。开奖号码：655。直选全
国中奖15901（四川833）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3 全国中奖 20310（四川
946）注，单注奖金346元。33427030.55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1060 期 全 国 销 售
15268860元。开奖号码：65560。一等
奖 38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58980335.6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5月
10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小
红）3月10日，成都高新区西园街
道组织开展“植廉树 养正气”植
树节活动。

街道党员干部分工协作，将
10 余株“廉洁树”栽种在滨河绿
道旁，树上还挂着一张张廉洁
寄语卡片，许下党员干部的郑重
承诺。

植廉于心，倡廉于行！街道
将植树与廉洁教育结合，让清廉
理念根植于全员思想中。

西园街道
植“廉树”倡廉风

每小时费用从1元涨到4元，24小时封顶价从20元涨到40元

共享充电宝悄然涨价 用户直呼“用不起”

随着人们对手机依赖性的增强，
“电量焦虑症”也越来越普遍。现在，不
少人看到手机屏幕右上角的“电池”变
红后，就会变得焦虑，开始疯狂寻找“救
命稻草”——共享充电宝。

正是看到这种需求，共享充电宝以低
价进入市场，并迅速收获了一大批用户。
然而，当消费者养成使用习惯后，其使用
价格却悄然上涨了，从最初每小时1元涨
到4元，24小时封顶价从20元涨到40元
……不少消费者直呼“用不起”。

共享充电宝租借费上涨，消费者是
否能接受？涨价背后又反映出怎样的
经济规律？带着这样的疑问，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展开了调查。

走访
价格普遍上涨

部分消费者自购充电宝

3 月 9 日中午 11 点过，成都春熙路
某商场内，张女士正在扫码租借共享充
电宝。“一般不会随身携带充电宝，手机
电量不足了，就租借一个。”她说，作为
共享充电宝的忠实用户，她很早就发现
租借费用上涨了，“最初每小时费用是1
元，现在涨到了三四元，我用过最贵的
是6元/小时，确实有点贵了。”

张女士向记者讲述了她3月8日两
次租借共享充电宝的经历。当日中午
吃饭时，她以4元/小时的价格租借了一
个共享充电宝；下午去医院看病时，又
花6元钱租借了一个。她说，“租借了2
次共享充电宝，都没把手机电充满。”

市民杨女士也发现共享充电宝租
借费涨价了。9 日中午 1 点过，成都市
二医院门口，她正在用自带的充电宝给
手机充电。

“以前我几乎每天都要租借共享充
电宝，就是因为涨价了，才自己买了一
个。”杨女士说，“涨价后，每小时租借费
少则三四元，多的要五六元，我平均每
天租借共享充电宝就要花 6-10 元，一
旦忘记还，花的钱就更多了。而我手中
的这个充电宝，才买成50元。”

调查
同一品牌

在不同场所计费标准不同

3 月 9 日，记者走访成都春熙路附

近的商场、临街店铺和医院发现，成都
市面上的共享充电宝品牌主要有街电、
怪兽充电、小电和美团，每小时的租借
费多为三四元，24 小时封顶价从 20 元
到40元不等。在共享充电宝刚进入市
场时，租借费为 1 元/小时，涨价为普遍
现象。

记者还发现，每个品牌在不同场所
的计费标准也不同。以怪兽充电为例，
在成都伊藤洋华堂内的租借费为 4 元/
小时、28元/24小时；在成都群光广场的
价格为3元/小时、30元/24小时。张女
士的缴费记录显示，在成都来福士广
场，怪兽充电24小时封顶价高达40元。

这一点也得到了怪兽充电客服的
证实。其客服称，在不同场所，共享充

电宝的计费标准也会不同，价格由公司
和商场共同商议决定。

在成都市二医院附近一店铺门口，街
电的租借费为3元/小时，30元/24小时。

观察
共享产品多会经历涨价阶段

消费者边吐槽边使用

以低价占领市场后突然涨价，似乎
是共享产品发展的普遍规律。以共享
单车为例，起步价从最初的1元提高到
1.5 元，现在骑一次往往要花费两三
元。有网友吐槽“比坐公交车还贵”。

然而，共享产品价格不断上涨，许
多消费者仍在继续使用。张女士告诉
记者，她经常忘记给充电宝充电，而且
随身携带很重，出门在外手机没电了，
就只能租借共享充电宝。“以后会尽量
选择便宜的，但再贵也会用，没办法。”
她说。

杨女士虽然买了充电宝，但仍会不
时使用共享充电宝。“我经常遗失充电
宝，已经不知道买了几个了。”她说，“现
在吃饭、坐地铁都要用手机支付，如果
电量低于 10%，可能连家都回不去了，
这时候就必须租借充电宝。”不过她也
表示，如果价格涨得太离谱，共享充电
宝可能还是会被年轻消费者淘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曹菲
实习生 杨雅莎摄影报道

当消费者养成使用
习惯后，共享充电宝使用
价格悄然上涨，从最初每
小时1元涨到4元，24小
时封顶价从20元涨到
40元……不少消费者直
呼“用不起”。

成都市民张女士在商场租借共
享充电宝。

成都街头，共享充电宝随处可见。

共享充电宝调查 1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六批《国家
珍贵古籍名录》，四川博物院、四川省图书
馆、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以及甘孜藏族自治
州图书馆等4家单位的9部古籍入选。9部
新晋“国宝”，既有年代久远的唐代写本《妙
法莲华经》，也有“药王”孙思邈的《千金翼
方》、宋代理学家程颐著作《程氏易传》等明
代刻本，最晚的古籍，也在清代以上。

在此次入选的9部古籍中，四川博物
院收藏的《妙法莲华经》唐代写本，因流传
千年而未毁，成为当之无愧的“国宝”。

中国古代典籍浩如烟海，一部佛经的
残篇为何能够脱颖而出？“仅仅从唐朝到现
在一千多年仍然保存相对完整这一点，《妙
法莲华经》唐代写本就已经有资格入选

了。”四川博物院典藏部副主任胡蔚感叹。
展开川博收藏的《妙法莲华经》唐代手

写卷轴，历史的气息扑面而来。卷轴共有
两件，其中《唐人敦煌写妙法莲华经卷》长
87厘米，宽25厘米，手写佛经部分的白麻
纸早已在时光侵蚀中变成深黄，卷首下端
的纸张也有小部分腐蚀剥落。即使经后世
装裱，也能看到点点霉印。幸运的是，小字
楷书的经文依然清晰，字体挺拔整齐。字
里行间，可见抄经人的虔诚和笔下功力。

据了解，《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是我国
为建立完备的珍贵古籍档案、确保古籍安
全并推动其保护工作的重要评选。从
2008年至今，《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已公布
6批。 据四川在线

我省9部古籍入选第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