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邹阿江）9月
26日，四川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
举报平台正式升级上线（以下简称举
报平台）。据了解，举报平台主要用于
四川省属地及涉川网上违法和不良信
息的网上举报、受理、处置。

此次举报平台升级上线，全面加
强了网站页面及各项功能，优化了页
面、入口、板块等平台内容设置，提升
了举报信息跟踪查询、数据整合导入
等能力，进一步提升了全省互联网违
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线索处置效率，助
力守护清朗网络空间。

举报平台在栏目设置上，分为网
信信息、通知公告、举报指南、举报查
询、法律法规5个一级栏目，首页顶部
一级栏目条下侧显著位置设置举报电
话、举报邮箱以及举报查询搜索框，方
便举报人员全网站搜索相关内容。同
时，网页同步适配手机版。

网站现设有9个举报入口栏目，包
括政治类、暴恐类、诈骗类、色情类、低
俗类、赌博类、侵权类、谣言类及其他
类，举报入口放置在首页顶部一级栏
目下方，方便网民选择对应的举报栏
目进行举报。举报用户在提交举报信

息后将在信息提交完毕后的页面以及
邮箱收到办件号与查询码，后续通过
办件号与查询码可查询自己所上报信
息处理进度。

在一级栏目下方右侧处，设置有
注册登录、四川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

入口。值得一提的是，在一级栏目的
下方还新增设了重庆市互联网违法和
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平台的快捷入口。

2021年12月，川渝两地签署协
议，联合打造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
举报平台，形成“2网站+数据共享”举
报网站建设模式，实现川渝两地举报
后台数据一键转交功能，并建立会商
研判机制，进行集中研判、提出预警，
及时转交相关单位和部门，深化川渝
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联动处置、联
合执法力度。

四大途径合法举报
遇到违法和不良信息时，有四种

举报途径：
1.登录举报平台官网https://

www.scjb.gov.cn举报；
2.关注四川省网络治理研究中心

官方微博“四川举报”“四川辟谣”，官
方微信公众号“四川举报”“四川辟
谣”；

3.拨打028-962377举报热线举
报；

4. 发送邮件至邮箱 scjb@scjb.
gov.cn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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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行网络文明 共护清朗空间
四川省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平台升级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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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7时）AQI指数 46 空气质量：优

26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8—68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官网）

27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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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9月26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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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大乐透第 22111 期全国销售
275608888元。开奖号码：06、12、16、19、
31、06、10，一等奖基本3注，单注奖金1000万
元，追加0注。二等奖基本81注，单注奖金
165393元，追加26注，单注奖金132314元。
三 等 奖 186 注 ，单 注 奖 金 10000 元 。
770835538.8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3第22259期全国销售40026928
元。开奖号码：448。直选全国中奖12367（四
川769）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
18422（四 川 884）注 ，单 注 奖 金 346 元 。
43947369.7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22259期全国销售15849104
元。开奖号码：44891。一等奖60注，单注奖金
10万元。407398358.7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 22115 期全国销售
70022126 元 。 开 奖 号 码 ：
33333003130303，一等奖全国中奖5（四川0）
注，二等奖全国中奖197（四川6）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22115期全国销售
31619404 元 。 开 奖 号 码 ：
33333003130303，全国中奖678（四川42）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2115期全国
销售769952元。开奖号码：000001131033，
全国中奖1（四川0）注。

足球4场进球第22115期全国销售
3696424元。开奖号码：12031020，全国中
奖17（四川1）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1月25日，逾
期作弃奖处理。

9月26日，在2022“三品”全国行
暨预制川菜推广活动月启动仪式上，
四川20余家预制菜重点企业带来了
100余种预制川菜创新畅销产品，预制
菜便利的烹饪方式和鲜美的味道，让
不少市民驻足关注。

预制菜赛道已越来越火热。据四
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摸底调研数据显
示，2021年，四川省预制菜企业380余
家，实现营业收入近660亿元，预计
2025年产业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

特色营销打造预制菜品牌
包装创新升级拓宽C端市场

“这个包装有点好看，国潮风格很
强烈。”在2022“三品”全国行暨预制川
菜推广活动月启动仪式现场，消费者
兴致勃勃地品鉴着现场的预制菜商
品，这正是高金食品推出的“巴蜀公
社”碗碗菜预制菜品。这个预制菜系

列不仅包含了如粉蒸肉、芽菜扣肉等
知名川菜，还有专门为年轻人设计推
出的芋泥波波饭、海盐芝士饭等。

高金食品相关工作人员表示，过
去他们的预制菜更多是面向B端，而本
系列产品在包装上进行创新升级，也
是在打开C端市场上的一个尝试。

正大集团此次带来了午餐肉、银耳
羹等产品。2020年，他们启动预制菜
项目，成立“正大厨易”独立品牌和相应
的研发团队，作为预制菜的生产线。

“目前，我们正在打造多场景，比如
针对办公室、家庭、餐饮、户外旅游等场
景，打造相应的预制菜产品。”正大集团
西南区品牌推广总监雷秀梅说。

预制菜迎来热销旺季
企业相关产值或将进一步提升

“上半年公司预制菜板块营收超
11亿元，同比增长8.2%。”谈到第四季

度的产值，高金食品相关工作人员表
示，9月后就将进入预制菜的热销旺
季，按照这个趋势来看，虽无法估计预
制菜产业第四季度产值，但应该十分
可观。

四川商投集团旗下启禾央厨副总
经理李杰则透露，第四季度B端预制菜
产值将再度提升，预计达到1.2亿元。

据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摸底调
研，2021年，全省预制菜企业380余
家，实现营业收入近660亿元，预计
2025年产业规模将突破1000亿元。

“2020年，四川餐饮业营业收入总
额达2482.5亿元，预计到2025年将达
到5000亿元左右。”四川省经济和信息
化厅相关人员表示，当前，连锁餐饮店
大部分均在使用预制菜，并呈逐年上
升势头，巨大的餐饮市场将有力带动
预制川菜加快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马梦飞
见习记者 谭羽清

预制川菜加速发展

预计2025年产业规模将突破千亿元

全力以赴拼经济搞建设

华西都市报讯（毛会 记者 罗轩）
“9月17日至21日，达州钢铁钢材日产
量连续5天突破1万吨，创历史新高。”
近日，从达州钢铁传来好消息，连续5
天钢材日产量破万吨，为该公司决战
四季度、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奠定了良
好基础。

据了解，受8月份高温天气和9月
份疫情影响，达州钢铁库存钢坯明显
上升，创历史高位，对一线生产造成不
利影响。为此，达州钢铁优化生产组
织，要求轧钢厂以“提高生产效率和消

化钢坯库存”为中心工作，按照“稳产、
顺产、高产”的总体思路，消除制约生
产的不利因素。

根据生产实际，轧钢厂迅速调整生
产组织模式，加强生产过程管控力度，
最大限度发挥一棒、二棒、高线的生产
水平，通过优化生产组织、加强生产过
程协调，确保了生产操作和轧线运行稳
定。同时，各车间负责人紧盯每一个影
响产量释放的关键环节，及时落实解决
方案和解决时限，营造“班产保日产，日
产保月产”的良好生产氛围。

把好设备关是确保生产顺利进行
的重要环节，轧钢厂将设备管理作为重
点，按时按质完成一棒升级改造，加强
设备点巡检，切实做到设备“定检定
修”，不断提高设备保障能力。据统计，
9月份轧钢厂设备作业率为82.75%，同
比上升12.27%，全力为生产护航。

迎战四季度，冲刺全年目标。接
下来，达州钢铁将一手抓疫情防控，一
手抓生产经营，进一步加强管理，把各
项工作做扎实、做细致、做全面，助力
企业稳定发展。

连续5天钢材日产量突破万吨大关

达州钢铁努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