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云

贵川联销“天天乐”（

22

选

5

）

第

2014285

期开奖结果 ：

02

、

11

、

21

、

16

、

10

。 一等奖

0

注，单注奖金

15953

元。

●

中国电脑型福

利彩票全国联销“

3D

”第

2014285

期开

奖结果：

139

， 单选

14724

注， 单注奖金

1000

元，组选

3

，

0

注，单注奖金

320

元，组

选

6

，

38872

注，单注奖金

160

元。

●

中国电

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七乐彩”第

2014123

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

23

、

11

、

24

、

10

、

06

、

19

、

28

，特别号码：

14

。特别奖

0

注，单注奖金

0

元。一等奖

2

注，单注奖金

824096

元。二等奖

17

注，单注奖金

13856

元。奖池累计金额

0

元。（备注：以上信息

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 “排列

3

和排列

5

”第

14285

期排列

3

直选中

奖号码：

826

，全国中奖注数

7,913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排列

5

中奖

号码：

82644

，全国中奖注数

9

注，单注奖

金

10

万元。

●

电脑体育彩票“超级大乐

透”第

14123

期开奖结果：前区

01

、

09

、

12

、

22

、

25

，后区

02

、

09

。一等奖

3

注，单注

奖金

9,784,550

元，追加

1

注，单注奖金

5,

870,730

元；二等奖

34

注，单注奖金

249,

870

元，追加

6

注，单注奖金

149,922

元。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至轻度污染

（据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成都

今/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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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尾号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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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看商报“导医台” 拨热线预约专家吧

□今日成都商报推出民生服务栏目“导医台”，为您公布部分医院最新的坐诊医生名单

□拨打成都商报热线86613333-1，您就可预约此栏目获得的部分专家医生的门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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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

新浪微博：

@

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

@

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由成都商报主办的第二届好医生口碑榜

评选活动正在紧张进行中， 本月23日下午6

时，只剩三天时间，20强晋级10强的投票将正

式截止。待综合评审投票后，本届好医生10强

将正式诞生。目前，可以说是到了竞争最激烈

的时刻，如果您支持哪一位好医生，就请关注

成都商报微信公众服务号， 进入“好医生评

选”专区注册后，即可为好医生投票打榜，助

他们一臂之力。

截至昨日晚上6时，“好医生评选”专区的

总注册数达到84403个， 昨日新增注册量3148

个，新增点赞积分495250分，可见市民为好医

生投票的热情仍然高涨，而总点赞积分达到了

1300多万分。此外，您也可以拨打商报好医生

投票专线86613333-1， 为好医生投票及抢公

益号。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李惠 安利平 王欢

未来几日，在成都看病，会有哪些名医坐

诊，什么时候可以在医院找到他们？今日，成

都商报推出民生服务栏目“导医台”，为您公

布部分医院最新的坐诊医生名单； 拨打成都

商报热线86613333—1，你可预约该栏目获得

的部分专家医生的坐诊门诊号。今日，我们推

出的是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分院未来几天

部分专家的坐诊时间。

通过商报预约的门诊号

凭短信挂号

昨日起， 凡是通过成都商报热线预约成

功华西医院医生的市民， 都会收到由成都商

报13558612222发送的预约成功短信提醒。目

前，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上锦分院（下称“上锦

分院”）已摆放好指示标牌，凭借此条短信，

您可以到医院总咨询台咨询办卡挂号一事，

之后找相应的医生看诊。

这些华西医院医生，未来3天在上锦分院坐诊

妙手仁心 第二届成都商报好医生口碑榜

最后三天投票

好医生10强花落谁家？ 快来投票

编号 名字 医院 科室 职称

738 郭明阳 成都军区总医院 中医科 主任医师

805 向龙 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儿科 副主任医师

23 程孝顶 成都市第二人民医院 皮肤科 中医师，医疗美容主诊医师

2123 黄富国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骨科 教授、硕士生导师

1899 胡德胜 成都市第五人民医院 核医学科 副主任医师

1197 赵纪春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本院区--肝脏及血管

外科

外科主任医师/教授， 博士研

究生导师

711 李开南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骨科 主任医师

714 刘海兵 成都大学附属医院 耳鼻咽喉-头颈外科 主任医师

221 付平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本院区--肾脏内科 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

200 蔡琳

成都市公共卫生

临床医疗中心

六病区（感染科） 副主任医师

魅力新城聚集人气商机

“三年成框架，五年成规模，十年成新

区”。启动建设5年，城东新区已初具规模，曾

经的不毛之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交通四通

八达，教育、医疗、居住等配套城市功能日益

完善。

城东新区规划面积50平方公里，首期规划

建设31平方公里。雁江将城东新区作为资阳城

市的副中心进行打造，必将使其成为新型工业

聚集区、特色产业聚集区、城市功能聚集区和

“两化”互动示范区，城市经济的增长极，人口

高度集中。

遂资眉高速年内全线贯通，成渝客专明年

建成通车，规划中的成都新机场高速也将延伸

至距城东新区30多公里的中和镇，加快建设中

的城东新区正逐渐聚集人气和商机，成为雁江

城市的窗口和服务业发展的前沿阵地。

为此，雁江也以城东新区为重点打造服

务业发展平台，加快城市商业综合体项目建

设，全力推进新区城市商业商住项目的开发

建设。 结合城东新区总体规划和控制性详

规，城东新区将突出打造“四大片区”，即北

部商贸教育发展区、中部行政金融商贸发展

区、南部产业集中发展区和沿江文化休闲商

务发展区。

目前，城东新区商业商住开发项目已有约

20个项目相继实施，14公里的滨江路堤景观

带、字库山公园二期、五星级酒店及市政基础

设施方面一大批项目正加快推进，城市框架集

公共配套不断完善的新区已逐渐成为宜居之

地，投资的热土。

产城一体驱动腾飞引擎

8月18日，随着首期总投资4亿元，年产能

达1800万箱的加多宝凉茶项目的正式建成投

产，加多宝吹响了西南地区凉茶扩张战略布局

的号角。而这，只是雁江城东新区建设中不断

夯实新区产业基础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该区坚持“以新区催生产业，以

产业支撑新区”的发展理念，以医药食品产业

园、城东现代商贸物流园为载体，医药、食品、

物流等产业不断向园区聚集， 东创建国等汽

车4S店入驻物流园区并加快推进， 普洛斯仓

储物流项目即将落地建设， 四川禾邦集团与

国内外10余家医药名企联合建设西部领先的

生物医药“航母”，这些都将成为新区发展的

产业支撑。

今年，除加快推进城东医药食品产业园

项目投产外，雁江将加快建设城东（中和）

中小企业园建设， 以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使

其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城东 （中

和）中小企业园按功能分为食品加工、机械

加工等功能区， 到2017年预计实现工业总产

值90亿元。目前，中小企业园正以道路建设

为突破口，加快推进东西南北两条骨干道路

及配套设施建设， 着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其中，东西南北两条干道预计将于11月建成

通行。

“新区产业的集群式发展，将强力驱动新

区服务型城市快速崛起。”城东新区管委会相

关人员介绍说，如今，人流、物流、资金流、技

术流、信息流正向雁江城东新区聚集，这座新

兴的服务型新城、 产城相融一体的新区正以

前所未有的驱动力， 成为驱动雁江经济社会

腾飞的引擎。

陈世胜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神经内科：陈宁（主治医师）

肾脏内科：汤曦（主治医师）

普通外科一（肝胆胰）：熊先泽（副教授）

普通外科一（胃肠）：张鸣明（主治医师）

普通外科三（肝胆胰脾腹部外科）：刘非（主治医师）

皮肤科：易勤（副教授）

神经外科：徐建国（四级专家）

泌尿外科：沈宏（四级专家）

中西医结合科：薛奇明（主治医师）/樊涛（主治医师）

中西医结合痔瘘科：龚翰林（主治医师）

骨科：张晖（四级专家）

康复科治疗室：关敏（主治医师）

呼吸内科：欧雪梅（四级专家）

普通外科二（甲状腺乳腺外科）：梁法清（主治医师）

内分泌科：任艳（四级专家）

心血管内科：曾智（一级专家）

老年病普内科：张新军（二级专家）

小儿外科：黄一东（主治医师）

肿瘤科：勾红峰（副教授）

眼科：黄庆（主治医师）

耳鼻喉科：赵宇（二级专家）

今日上午

血液内科：刘志刚（主治医师）

老年病普内科：蒲虹彬（主治医师）

眼科：黄庆

耳鼻喉科：赵宇

神经内科：洪桢（副教授）/吴欣桐（主治医师）

消化内科：谢艳（四级专家）

普通外科三：刘非

皮肤科：易勤

泌尿外科：金涛（主治医师）

中西医结合科：吕燕（主治医师）

骨科：刘明（主治医师）

呼吸内科：王茂筠（副教授）

心血管内科：张昕（主治医师）

今日下午

神经内科：彭超（主治医师）/吴英（主治医师）

肾脏内科：王婷立（主治医师）

普通外科一：林圯昕（主治医师）

普通外科三：魏永刚（四级专家）

皮肤科：易勤

神经外科：关俊文（四级专家）

泌尿外科：陈宗福（三级专家）

中西医结合科：张颖（四级专家）/陈晓明（二级专家）

中西医结合痔瘘科：杨春梅（主治医师）

骨科：方跃（四级专家）

康复科治疗室：关敏

呼吸内科：欧雪梅

心血管内科：徐原宁（主治医师）

老年病普内科：周焱（副教授）

风湿免疫科：陈永涛（副教授）

肿瘤科：李梅（副教授）

眼科：马麟（副教授）

耳鼻喉科：娄麟（主治医师）

周三上午

耳鼻喉科：娄麟

心理卫生中心：黄明金（主治医师）

神经内科：邹晓毅（三级专家）

消化内科：吴浩（副教授）

普通外科三：魏永刚

皮肤科：易勤

中西医结合科：薛奇明

内分泌科：任艳

心血管内科：何森

血液内科：向兵（四级专家）

眼科：马麟

周三下午

神经内科：陈宁（主治医师）

肾脏内科：岳荣铮（主治医师）

普通外科一：张懿（主治医师）

普通外科三：彭兵（三级专家）/严律南（一级专家）

皮肤科：易勤

神经外科：周良学（副教授）

泌尿外科：沈朋飞（主治医师）

中西医结合科：李宁（四级专家）

中西医结合痔瘘科：杨春梅

普通外科二（甲状腺乳腺外科）：汪静（四级专家）

肿瘤科：朱江（四级专家）

眼科：唐飞（主治医师）

耳鼻喉科：娄麟

周四上午

周四下午

心血管内科：崔凯军（副教授）

血液内科：何川（副教授）

老年病普内科：周焱（副教授）

眼科：黄庆

耳鼻喉科：娄麟

神经内科：杨天华（副教授）/吴英（主治医师）

消化内科：杨锦林（四级专家）

皮肤科：易勤

泌尿外科：彭川渡（主治医师）

中西医结合科：张颖（四级专家）

骨科：黄富国（一级专家）

呼吸内科：刘坤（主治医师）

普通外科二（甲状腺乳腺外科）：马宇（主治医师）

内分泌科：任艳

致电商报

拿华西医院专家号 后续

截至昨晚6时 好医生评选专区排名前十位

魅力新城崛起 活力雁江振翅起飞

10月20日， 伴随着迎

宾大桥建成通车， 雁江城

市向东发展的最快捷通道

打通。

作为资阳市辖区，雁

江5年前在沱江之东布局

的城东新区正强势崛起，

交通四通八达， 产城相融

一体。一座宜居、宜业、宜

商的魅力新城， 正日益聚

集人气，吸引商机，为雁江

注入新的活力， 成为城市

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租来的轿车一月5次违法，24岁的山东小

伙吕某竟图一时方便找“串串”买分。没想

到，“串串”竟和卖分者为了60元差价在交警

分局门口讨价还价，被抓了现行，双方均被处

以行政拘留5日。更离谱的是，买分的吕某因

车辆行驶证被扣，竟来到交警分局想“打听打

听”。这一打听，也让他自现踪迹，同样面临5

日行政拘留。

被抓现行 拘5日

卖分者和串串为了60元

在交警分局门口争起来

“这里，10分，600元。”“不得行哦！还差

60元，你不能说话不算数！”10月15日上午，马

鞍山路成都交警二分局门前， 两名男子 “高

调”地讨价还价引起了交警注意。原来，他们

一个是买分的“串串”，一个是卖分者。

“卖分”者是成都市民江某。他说，自己

是在上班经过交警分局时遇到 “串串” 的，

“11月我的驾照分就要清零了，还不如卖了赚

点钱。”随后，江某和“串串”杜某来到一处僻

静的院内协商，最终以660元的价格将驾照上

的10分卖给杜某，帮一辆小轿车销去了5条违

法记录。

当天上午9点40分左右，江某拿着车辆行

驶证到交警二分局大厅处理违法记录。10分

钟后， 他返回约定的交警二分局门口。 交易

后，“串串”杜某拿出600元。因为和此前约定

的价格有“差价”，双方发生了分歧。结果，他

们的交易被交警二分局民警看在眼里， 两人

都被抓现行。

最终，卖分的江某和“串串”杜某均受到

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自投罗网 拘5日

到交警分局打听行驶证

买分小伙也暴露身份

事情还没有结束。 交警二分局民警同时

也对相关车主进行了调查， 调查发现涉事小

轿车车主系某租车公司。 这给调查带来了一

些难度，然而让交警没想到的是，买分者竟然

自己现身了……

昨天， 一名年轻男子径直找到交警二分

局办公室， 开口便询问因为买分卖分被交警

暂扣的行驶证， 这引起了负责群众接待的民

警任利博的注意。 一番询问后， 男子终于承

认，自己就是向“串串”杜某买分的驾驶员。

昨天傍晚， 记者在交警二分局见到了买

分的驾驶员吕某，面对记者，他连称“后悔”。

今年24岁的他来自山东， 在成都一家连锁快

餐店工作。此前，他以每天300元的价格从某

租车公司租车近一个月。他表示，租车原因是

自己的车被开回了山东老家， 而自己工作需

要开车。

就在这一个月间，吕某先后5次交通违法

被记录在案，面临扣10分、550元罚款。准备还

车时，消除违法记录便成了麻烦事。他说，自

己图一时方便便找到了“串串”杜某，双方谈

好以90元一分的价格 “消分”。 没想到，“串

串” 杜某被抓， 车辆行驶证也因此被交警暂

扣。吕某说，自己出于侥幸心理，试图找交警

问下情况，没想到却把自己给暴露了。

因为买分的违法行为， 吕某面临行政拘

留5日的处罚。

王嘉 成都商报记者 桑田 唐奇

交易好“高调”：交警分局门口讨价还价 买分的还到交警分局打探虚实

买分的、卖分的、“串串”都遭拘了

加快建设中的城东新区

昨日，华西医院上锦分院已摆放好指示标牌，提醒通过商报预约专家号的市民请提

供预约短信内容

今天仍是晴好天

昨天太阳再次回归， 午后的阳光

穿透了云层，向大地洒下一片温暖，让

人心情轻松而愉悦。 气温又开始回升

了，感觉是不是“倍儿爽”呢？但早晚

的秋凉已是不可回避的现实， 要注意

不要受凉感冒了。今天白天多云间晴，

局部地方早上有雾， 明后两天天气逐

渐转阴，舒爽天气暂告一段落，雨水与

秋凉又将占据蓉城。

今天白天，我省主要以多云间阴

的天气为主， 平坝河谷地区早上有

雾，其中雅安、乐山2市部分地方和攀

西地区东部阴天间多云有小雨。今晚

到明天白天， 盆地各市多云间阴，盆

地西南部的局部地方有中雨；川西高

原和攀西地区多云间阴，其中甘孜东

部和凉山东北部阴天间多云有小雨。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司机朋友注意：

今晚10点至12月30日

这两个匝道桥改造施工

今晚10点至12月30日， 绕城高速公路

成龙站由绕城外侧左转进城匝道桥、 接待

寺站由绕城内侧右转进城匝道桥进行封

闭，新建“3亭3道”收费通道，施工期间禁

止机动车通行。 原从绕城高速公路成龙站

外侧左转进城的车辆可通过成龙站外侧右

转匝道出城至第一个信号灯路口调头进

城，或提前在成自泸高速收费站进城；原从

接待寺站内侧右转进城的车辆可通过立交

桥的其他匝道按施工绕行提示标志进城。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兑彩票

看天气

成都商报记者 李惠 摄影记者 王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