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7日 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首航
往返天府机场的机票目前已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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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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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80 空气质量：良
优：攀枝花、广元、达州、马尔康、康定、
内江、雅安
良：德阳、广安、巴中、宜宾、资阳、乐山、
绵阳、西昌、自贡、泸州、遂宁、南充、眉山

10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中国体育彩票6月10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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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0—12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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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杨金祝

6月10日，四川航空发布消息：6月27
日，川航成都天府国际机场首航，川航部
分国内航线转至天府机场T2航站楼，在
天府机场（TFU）和双流机场（CTU）两
场同时运行。

当天，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在
携程、去哪儿等平台搜索成都至北京的
机票发现，已有6月27日成都天府国际机
场前往北京首都机场的机票售卖。该航
班为川航3U8001，6月27日11点30分从
天府国际机场起飞，14点30分到达首都
机场，采用宽体机空客A350执飞。记者
注意到，这是目前天府国际机场开售的
最早航班。

记者从四川机场集团天府国际机场
分公司获悉，目前旅客已可以购买往返
天府机场的机票。

关注一
开航初期，从天府机场可以飞哪里？

记者从四川机场集团天府国际机场
分公司获悉，6月30日至7月13日，天府
机场每日计划起降航班188架次，包括

北京（首都、大兴）、上海（虹桥、浦东）、广
州、深圳、杭州、南京、厦门、武汉等商务
干线，拉萨、三亚、迪庆、井冈山等热门旅
游航线。

7月14日起，天府机场将提高北京
大兴、上海浦东、杭州、南京等商务干线
频次，同时新增丽江、桂林、北海等文旅
航线，每日计划航班量增加至271架次，
以满足广大旅客的暑期出行需求。

根据民航西南地区管理局和四川省
发改委联合印发的《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转场投运及“两场一体”航班时刻资源配
置方案》，天府机场将通过四个航季完成
转场。

第一航季（投运日至2021.10.30），
中国国际航空、四川航空、中国东方航
空、成都航空、祥鹏航空、厦门航空、春秋
航空、吉祥航空共8家航空公司在成都
天府国际机场运行，每日计划航班量约
271架次 。

第二航季（2021.10.31-2022.3.26），
每日计划航班量约579架次。

第三航季（2022.3.27-2022.10.29），
每日计划航班量约857架次。

第四航季（2022.10.30-2023.3.25）
将完成全部航班转场任务，每日计划航

班量约1138架次，届时，成都天府国际
机场将拥有完善的国内干支航线网络布
局、建成高效衔接的枢纽中转网络，国际
航线网络覆盖范围和航班密度显著增
强，成都国际航空枢纽的主枢纽机场地
位将进一步凸显。

关注二
通航初期，旅客走错机场怎么办？

记者从四川航空、东方航空、春秋航
空等航司获悉，为做好天府机场投运转
场初期走错机场旅客服务保障工作，上
述航司针对转场初期走错、误机旅客票
务服务制定相关规则，将为旅客免费退
改签。

其中，祥鹏航空首推“天府红包”，惠
及所有选乘祥鹏航空天府机场进出港国
内自营航线（祥鹏航空为非承运人的代
码共享航班、联营航班除外）的旅客。记
者了解到，“天府红包”为旅客提供
10KG免费行李额、航班起飞时间72小
时（含）前免费变更一次、40元高铁券

（全国通用）等权益；获赠高铁券可于乘
高铁至天府机场（简阳南）时直接抵用，
为旅客节省成都市区往返天府机场的公
共交通成本，享受真正的实惠出行。

1992年，9个月大的小马被保姆抱
走，从此音讯全无。29年来，马某夫妇从
未放弃，一直通过各种方式寻找儿子下
落。近日，成都市公安局刑侦局通过多
方努力，在“团圆行动”中，成功帮助这一
家人团圆。

端午节即将来临，6月10日上午，在
成都一环路北四段某小区，小马回到了
亲生父母家中，阔别29年后，他们紧紧拥
抱在一起，泣不成声。这个好消息也在
这个院落内蔓延开来，大家都在为这个
家庭的团圆高兴。

29年前 9个月大孩子失踪

1992年1月14日，家住成都市成华
区一环路北四段某小区的马某夫妇下班
回家，发现聘请刚一周的保姆周某和9
个月大的儿子小马不见踪影，他们立即
赶到成华区公安分局府青路派出所报了
案。

根据马某夫妇提供的信息，警方在
进一步调查走访中，发现保姆周某在招
聘登记时冒用了他人的身份信息，其真
实身份不得而知，这也使得案侦工作一
度陷入僵局。

2000年公安机关大力推行DNA数
据库建设，成华分局通知以往报过失踪
案的报案人，到公安机关进行生物信息
采集工作。2月10日马某夫妇到成华分
局进行了血样采集，将两人的血样录入
了DNA数据库。在之后的侦查工作中，
办案民警先后前往省内外多地开展查找
失踪人员的工作，但是未发现有效线
索。但马某夫妇坚信，随着科学技术越
来越发达，儿子迟早会回到自己身边。

29年后 他找到了亲生父母

今年5月26日，成都市公安局通过
刑侦技术工作，成功比对出现住攀枝花
市的蒲先生（男，30岁）的DNA与马某夫
妇两人的DNA存在生物学遗传关系。

办案民警随即找到蒲先生，并了解
到其本人通过家人的描述，早已知道自

己是被抱养的情况。后来，通过生物信
息的再次核查，最终确认蒲先生就是马
某夫妇失踪了29年的儿子小马。

蒲先生告诉记者，由于被抱走时年龄
太小，完全没有关于亲生家庭的记忆。从
开始有记忆起，自己便与养父、奶奶生活
在自贡市富顺县的一个农村家庭中。

随着年龄慢慢增长，蒲先生心中的
疑云也越来越大：为什么自己从小就没
有母亲，自己到底是不是被抱养的？这
个谜团在他21岁时被揭晓。姑姑将真
相告知了蒲先生：你的确是抱养的，但你
的具体身世仍然是一个谜。

为解开心中谜团，蒲先生在2017年
时通过QQ联系到了一位寻亲志愿者。在
志愿者帮助下，他进行了血样采集，并上
传到寻亲血库中，等待匹配亲生父母。近
日，他终于得到答案，得知自己当初是被
保姆抱走的，多年的心结由此解开了。

端午节前 一家人终于团圆

6月10日上午，蒲先生带着女朋友，
还有100多斤芒果、20多斤牛肉，准备去
见自己的亲生父母。

“芒果是我自己去树上摘的，牛是我

自己杀的，选取的都是最好的部分，这么
重要的日子，端午节也要来了，想把女朋
友带去给父母看看，一家人团圆最重
要。”在等待间隙，蒲先生很激动。

上午11点，蒲先生回到自己出生的
地点，小区内拉着“欢迎回家”的横幅。

“长得太像了，跟他爸年轻时候简直一模
一样，回家就好！”一位老阿姨激动地说，
自己是马某夫妇的老邻居，这么多年马
某夫妇过得太不容易了，一直没有放弃
寻找儿子的下落，今天一家人能够团圆，
她也感到很高兴。

在单元楼下，蒲先生的亲生母亲特
意穿了一身旗袍，来迎接日盼夜盼的儿
子回家。一见面，两人热泪盈眶，激动得
说不出话。妈妈紧紧拉着儿子的手回到
家中，身患疾病的父亲早已在门口等候，
他搂着儿子哽咽道：“爸爸好想你哦，这
些年让你受委屈了……”

对未来的日子，蒲先生还没有具体
打算，但他清楚地知道，“两边都是亲人，
一边是养育之恩，一边是生育之恩，都是
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钟晓璐 实习生 魏狄辰

街坊邻居一起见证了小马与家人团圆。 排 列 3 第 21151 期 全 国 销 售
30547166元。开奖号码：826。直选全
国中奖10731（四川1204）注，单注奖金
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40887（四川1808）
注，单注奖金173元。37082758.27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1151 期 全 国 销 售
14042714元。开奖号码：82698。一等
奖 46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402146699.1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21064期全国销售
28154642 元 。 开 奖 号 码 ：
11333301101333，一等奖全国中奖33（四
川2）注，二等奖全国中奖968（四川47）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21064期全国销
售 12373732 元 。 开 奖 号 码 ：
11333301101333，全国中奖4331（四川
280）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064期
全 国 销 售 250270 元 。 开 奖 号 码 ：
111133333313，全国中奖156（四川6）注。

足球4场进球第21064期全国销售
784462元。开奖号码：30302010，全国
中奖581（四川38）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8月9
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29年前男婴被保姆抱走音讯全无

端午节前“团圆行动”让一家人团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