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今年
第六轮寒潮天气来了，这也是年末寒
潮，它将从南到北，速冻中国。根据中
国天气网发布的全国冰冻线进程图，
12月24日至28日，最低气温0℃线不断
往南延伸。

但值得注意的是，28日这条最低
气温0℃线似乎绕过了弯，给四川盆地
比了个“心”。这是寒潮要把四川遗忘
的意思吗？

想多了，四川盆地虽然没被划进

“冷冻室”，但至少也进了“冷藏室”。
23日16时，四川省气象台发布强

降温蓝色预警：受北方冷空气影响，24
日傍晚开始，盆地和凉山州东北部将
有一次明显的降温降雨天气过程，25
至27日的日平均气温将累计下降5至
7℃。

25日晚上至26日白天，是盆地最
冷的时段。因为，风雨特效的“湿冷魔
法攻击”生效了。盆地大部有小雨，其
中，西南部、南部的局部地方有中雨，

盆地北部和盆周山区有雨夹雪或小
雪，北部中部普遍有4到6级偏北风。

究竟会有多冷？以成都为例。24日
晚到27日，成都最高气温将由目前的
14℃下降到6℃左右，最低气温将由目前
的4℃下降到零下2℃左右。再加上降水
的到访，成都市气象局预计，26日夜间至
27日夜间，山区有雨夹雪或小雪。

27日以后，天空状况会逐渐转好，日
最高气温缓慢回升。但成都日最低气温
仍将维持在零下。你说冻不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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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带赌”涉案逾3亿元
眉山警方破获特大网络赌博案

超2000人参赌，20名主要团伙成员被抓获归案 4-14 C
阴天间多云
偏北风1- 2级

5-9 C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阴有小雨
偏北风3- 5级

24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120 空气质量：轻度污染
优：攀枝花、马尔康、康定、西昌
良：巴中、南充、自贡、绵阳
轻度污染：德阳、资阳、泸州、内江、广元、
遂宁、乐山、广安、眉山、宜宾、达州、雅安

23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71—201
空气质量等级：中度至重度污染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部
分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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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成都温江区万春镇盘活
镇村资源、联结共享发展，奋力诠释乡
村振兴“万春表达”，成功创建全省首
批乡村振兴、乡村治理示范镇。

万春镇坚持把组织振兴作为乡
村振兴“第一工程”，持续用力建强
镇村党组织。镇党委班子结构优，
国土规划、现代农业等专业背景人
员占 70%。同时，选好能人配强各
村“两委”班子，并全域开展党员户

挂牌、党员联系户、承诺践诺、设岗
定责活动。

万春镇深化利益联结，壮大乡村
振兴之基，把农民增收致富作为推动
乡村振兴出发点和落脚点。全镇坚持
整镇规划、全域提升，深化农村产权制
度改革，创新党组织领导下的“集体经
济组织+社会公司+专业合作社+农户”
股份化联营模式。

此外，万春镇健全党建引领共担

共享乡村治理体系，通过智慧治理提
质效，全域全员共同实施治田、治水、
治林、治院、提升人居环境的“四治一
提”工程，打造“林田相依、林院相融、
林水相通”的田园风光。构建镇村双
向派单便民服务体系，11 个部门 140
项便民服务“一窗办结”，实现大事要
事“马上办、就近办、一次办”，不断提
升群众获得感。

华西社区传媒记者刘俊

党建引领带共富 利益联结促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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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越欣

12月 2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从眉山市公安局获悉，近日，在

“净网2021”专项打击行动中，眉山洪
雅公安在省公安厅的带领和支持下，
成功破获全国首例利用某平台线上开
奖、线下由网络直播带人赌博的特大
网络赌博案。

据悉，该案涉及赌博资金流水逾3
亿元，查明涉及全国参赌人员2000余
人，跨省、市抓获廖某、徐某等犯罪嫌
疑人20名，冻结涉案赌资800余万元，
扣押涉案电脑30余台、手机50余部。

“主播带赌”隐蔽性高
抽丝剥茧查线索

据介绍，该网络赌博团伙成员以
20岁出头的年轻男女为主。某平台年
度奖项得主廖某，在汇聚和积累较高
的人气后，通过该平台开奖小游戏组
织“粉丝”，在平台内建立房间，伙同其
男友徐某（主播）组织“粉丝”，利用正
规平台的开奖小游戏，隐蔽建立房间，
吸引年轻男性参与赌博。

参赌人员充值成功后，可在赌博
APP 上进行博彩。赌博 VIP 群内，有

“主管”“主播”“客服”等人员24小时不
间断向参赌人员提供博彩信息，参赌
人员可在群内随时联系充值参赌。

据办案民警介绍，赌博方式五花
八门，包括足球、篮球、排球、电子竞技
等，且每种类型赌博方式不尽相同。
并采用多手段掩饰其真实身份信息、
工作地点、活动规律等，给前期案件侦
办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作案手法“新颖”
24小时直播“带赌”

在该平台中，该赌博游戏被设置
成九宫格，每格一个图案，系统每三分
钟开一次奖，当转动停留在相对应图

案上即为中奖。为了增加赌博活跃
度，赌博团伙还引入营销策略，赔率按
照单压 7.2 倍、双压 3.6 倍的赔率进行
赔付，团伙利用多个账号进行接注和
赔付等。利用某语音、微信等方式与
参赌人员直接进行联系、互动，既充当
了实时接注员，更成为实时主播客服，
其“新颖”的赌博模式和主播带赌的作
案方式，让参赌人员对该团伙更具信
任。

很快，该团伙从之前的几人扩大
到近二十人，由一个单间出租房变为
在两栋别墅集中进行吃、住，统一管
理，24 小时安排男女主播搭配排班上
播，不间断地接注，保证随时在平台内
有人接注和进行赔付。

警方精准打击
20名主要团伙成员落网

眉山警方通过抽丝剥茧，查出主
要团伙成员的虚拟身份，对涉案平台
游戏及房间进行远勘取证，通过前期
分析掌握其多个窝点和多名主要犯罪
嫌疑人。

2021 年 8 月，警方多个抓捕小组
分别在北京、海南、福建、成都等地，将
20名主要团伙成员抓获归案。经警方
调查，该赌博团伙今年以来通过网络
直播引诱赌博赌资流水达 3 亿多元。
据团伙成员交代，团伙中普通成员月
收入均在万元以上，其中“老板”廖某
及其合伙人月收入更是达百万元，月
资金流水达到数千万元之巨。

随着眉山市公安局“净网2021”专
项行动的开展，经过半年多的缜密侦
查，专案组查清了该团伙的组织架构、
违法犯罪事实及资金结算网络，网安
专案组对人员信息和资金进行梳理，
在掌握其团伙大量犯罪事实和证据
后，成功在北京、福建、海南、成都等地
同时收网。

目前，该案已由眉山市洪雅县公
安局移送审查起诉。

多名“带赌”网络主播被抓获。

落网嫌疑人指认现场。

四川发布强降温蓝色预警

年末寒潮来袭 山区可能飘雪

三星堆、大熊猫、九寨沟
裸眼3D大片亮相澳门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全媒体记者 吴

梦琳）作为四川最具特色文化名片，三星堆、
大熊猫、九寨沟受到世界各地人们的喜爱。
12 月 24 日至 30 日，一部“三九大”裸眼 3D
大片将在澳门特别行政区英皇南湾中心巨
型LED大屏惊艳亮相。

圆滚滚的大熊猫、神奇的三星堆青铜大
立人、秀美的九寨风光……该片由四川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制作，利用裸眼3D+实拍技术
形式，打破空间距离，让澳门市民游客犹如

“亲临其境”。
在中华文化加快“走出去”，四川加快文

化强省旅游强省建设背景下，12月26日，四
川文传还将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友谊广场举
办“四川文化推介日”活动，为澳门市民送上
来自四川的新年祝福。据悉，活动将以三星
堆为核心主题，推介“三星堆古蜀文明”“大
美九寨奇景”“大熊猫生态”，展示四川形
象；通过线下活动和视频放送的结合，让四
川元素“闪耀”澳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