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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 3 和排
列5”第18056期排列3

直选中奖号码：446；排列 5中奖
号码：44624。●电脑型中国体育
彩票 7星彩 18024期开奖结果：
1962727。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全 国 联 销“3D”第
2018056 期开奖结果：

908。●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双色球”第 2018024 期
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11 19
22 26 31 32，蓝色球号码：02。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春节刚过，相信许多人都面临这
样一个问题：近半个月的胡吃海喝后，
牙有点不堪重负，牙缺失的中老年人
更是尝尽了想吃没牙吃的苦。

为切实帮助缺牙市民重享口福，
庆祝三八节，成都商报四川名医联合
国际进口种植牙厂家、华西口腔种植
硕士林峰院长和知名外籍教授小川广
纯主任启动“舌尖上的口福”计划。市
民拨打028-69982579报名可享以下
福利：

1）上海市老年基金会提供4860
元/颗的种牙补贴（仅限30人）

2）国际进口种植牙特价3880元/颗
3）价值680元的口腔检查4项全免
4）减免5000元专家手术费

牙齿缺失，
初春养生的绊脚石

春季是健脾养胃的最佳时节，春
天也是进行种植牙的好时节。如果在
春天能用种植牙替代缺牙、坏牙，一来
可以让修复组织又快又好地恢复，二
来为接下来进食、调养身体提供极好
的保障。

牙掉了，
如何修复不遭罪还省钱？

“可以说，术前检查和手术方案设
计，直接影响到术后效果、种植价格。”

首先，术前口腔CT检查可获取其
腔内骨骼结构的精准数据。种植牙医
根据这些数据设计手术方案，制作种
植导板，将种植体按预先设计好的位
置植入，伤口微创，术后恢复更快，可
大大提高种植成功率。此外，通过种植
方案设计，可选择种植2颗/4颗恢复半
口/全口牙，省钱省心。

市 民 福 利 报 名 专 线
028-69982579。

三八节送福利
种牙抄底价等你来抢

按照《补贴办法》，我市将对在
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期
间将车辆交售（交售车辆时尚未达
到强制报废标准）给能够出具成都
市《报废汽车回收证明》的合法报
废回收企业拆解报废，且办理了注
销登记手续的提前报废的成都籍
黄标车实施补贴。根据车辆类型和
报废年限，分别给予800至10000元
不等的补贴。

据了解，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
以在2018年3月5日至5月31日期间
的工作日，到车辆归属地的交警分
局（大队）车管大厅提交申请。申领
补贴所需相关资料可以在市公安
交通管理局、市商务委官方网页进
行查询；交警分局（大队）具体地址
可登陆四川省“互联网交通安全综
合管理服务平台”（http：//sc.122.
gov.cn）或 使 用 手 机 APP“ 交 管
12123”进行查询。

成都市公安局、市商务委将在
受理期满后统一对所有资料进行
复核，核实无误后报经市财政按照
相关流程发放补贴至申请人账户。
对买卖、伪造、变造相关证明，或挪
用、骗取补贴资金的单位和个人，
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法规严肃
处理。

鉴于近期各交警分局（大队）
车管大厅业务量较大，群众较多，
为减少排队等待时间，建议办理申
领补贴业务的市民合理安排前往
时间，错峰办理业务。

市交管局咨询电话：962122
市商务委咨询电话：61883738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北京时间3月3日，国
际足球联合会理事会
（IFAB）在苏黎世召开的
会议上全体一致地通过
了全面永久性地引入视
频助理裁判系统（VAR）
的决定，VAR将在今夏
俄罗斯世界杯引入使用。
同时，本届世界杯也允许
在加时赛中使用第4个换
人名额。对于世界杯这一
重大规则的改动，国际级
足球裁判安然昨日告诉
成都商报记者，“在世界
杯的赛场上，来自各大洲
的裁判水平参差不齐，
VAR技术的介入会让裁
判组几人间的配合会更
为密切。”

国际足联一直致力于推行视频
助理裁判，在更多的比赛中得以引
入使用。此前进行过多年比赛试验
的VAR系统本赛季在英格兰的部
分杯赛中开始启用，而在德国和意
大利已经被大规模地采用。虽然各
国使用规则还不完全相同，但在相
当程度上减少了由于裁判的错漏判
罚引起的争议。

对于VAR技术将首次在世界杯
上启用，国际级足球裁判安然在接受
成都商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在世界
杯的赛场上，来自各大洲的裁判水平
参差不齐。虽然一直都要求全球判罚
尺度需统一，其实在我看来这是极难
达到的。”面对全球裁判不同的判罚
水准，安然分析道，“只能通过世界杯
开赛前裁判员的统一培训和与VAR
技术的尽快磨合才能尽可能缩小认
识上的差距。”在他看来，VAR技术的
介入会让裁判组几人间的配合会更
为密切，“什么时候应该运用VAR技
术，在保证公平的情况下也要照顾到
比赛的流畅程度。所以，把握好运用
的尺度非常关键”。

对于VAR技术在赛场上的实际
运用，安然举例道，“在没有使用VAR
技术前，遇到有嫌疑越位球时，我们
就会直接把比赛吹停。但现在，我们
会选择让球一直发展下去，如果有问
题再回头来看视频，重新做判断也不
迟”。还有就是遇到在嫌疑点球上的
判罚，“原来可判可不判的球，或是没
有看清的球，裁判大多不敢判。但现
在有VAR技术后，裁判可以斩金截
铁地先吹停比赛再做定夺。”

除了VAR技术的应用外，加时
赛可换第四名替补球员的规定也将
在俄罗斯世界杯上正式实施，这一
规定在过去3年中，已经在联合会杯
等国际性大赛中多次进行了试验，
事实证明这一规定对于球员的健康
是很有好处的，这对于世界杯也是
一个很大的规则改动。

国际足球联合会理事会在
一份官方声明中用“历史意义的
一天”称呼当天的这次会议，的
确，这两个新的规定很有可能改
变目前的世界足球发展趋势。国
际足球联合会理事会在其官方
声明中指出，经过过去两年近
1000场比赛的试验，VAR技术被
证明了是有帮助裁判做出判罚
的作用的，因此国际足球联合会
理事会也正式批准了这一技术
投入使用。从3日开始，各大洲足
联的所有比赛都可以使用这项
新技术。国际足球联合会理事会
还对VAR的使用做出了规定，在
如下四种情况下可以使用VAR：
判罚进球是否有效、判罚点球、
出示红牌和其他裁判认为可能

存在问题的判罚。一直致力于
推广“视频裁判”技术的国际足
联主席因凡蒂诺表示：“我们得
出的结论是——录像回放有助
于足球。”他指出，在本月晚些时
候举行的国际足联委员会会议
上将最终敲定此事。

在国际足联大力支持VAR
应用的同时，英足总也在讨论
VAR进入英超联赛的可能性，或
许在下赛季，英超球迷也能在比
赛中见识到这一辅助判罚技术的
能力。不过欧足联主席切费林对
于VAR的态度并不如因凡蒂诺
那般积极，最起码在下赛季欧冠，
他们还不会启用这一项技术。在
切费林看来，VAR的推广需要循
序渐进，他个人不会主动加快节

奏：“我见到了许多争论，现在没
有回头路可走，但我们必须教会
裁判合理地使用VAR，并且向人
们解释为何要在比赛中启用这项
技术。球迷们在大屏幕上看着
VAR工作，但没有人明白那是怎
么回事。”

安然认为欧足联不使用视频
助理裁判技术有两方面原因：“一
方面，本身这项技术还有一些缺
陷。在推行时，就遇到了许多不成
熟的地方。另外一方面可能是在
这问题上，欧足联与国际足联本
就有些意见分歧。而欧足联近些
年一直在推行的底线裁判技术其
实也与视频裁判技术在使用上是
有冲突的。”

成都商报记者 张涵 欧鹏

视频助理裁判系统与底线裁判技术有冲突？

欧足联暂不启用

VAR技术有助于各大洲
裁判判罚尺度统一

让裁判组的配合
更为密切

在3日河北华夏幸福与天津泰达的比赛中，主裁就是否该判罚点球，正通过耳麦与视屏助理裁判商量

视屏助理裁判正在回放录像

主裁到场边亲自回看录像

VAR和加时换人今夏亮相世界杯
成都商报记者专访国际级足球裁判安然，为你解读世界杯重大规则改动

大风带来冷空气
成都将降5~8℃

最近，温暖的气候在四川盆地徘
徊许久，日平均气温频频超过历史同
期。春季天气特殊，阴晴交替且多风，
气温也将有所波动。3月4日一大早，成
都多地刮起的大风，也吹响了新一轮
降温的号角，据四川市气象台统计，
4~7日盆地自北向南有一次较明显的
降温降水天气过程，成都日平均气温
将下降5~8℃。

大风蓝色预警 云层代替阳光接管天空

4日一大早，大风呼呼地吹过，把
春 姑 娘 的 感 觉 吹 走 了 ，11 时 均 温
16.5℃。午后厚厚云层结伴，近段时间
熟悉的阳光不在了，局部地区还下起
了零星小雨，部分地方伴有4~6级偏
北风，山口河谷地区风力达6级或以
上，最高气温19℃，较前日降温许多。

成都市气象台3月4日9时50分发
布第4号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金堂、青
白江、简阳出现六级以上大风天气，个
别地方出现了瞬间风速大于10米/秒
的大风天气，最大风速出现在金堂栖
贤乡达21.2米/秒。6小时内上述地区
以及龙泉、新都、天府新区、都江堰和
双流等地可能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
可达6级以上或者阵风7级以上。

日均气温降5~8℃ 成都今晚迎降雨

较为温暖的天气已在四川盆地徘
徊了一段时间，近期盆地大部地区降
水偏少，气温显著偏高，日最高气温
22~25℃，日平均气温14~18℃，较历史
同期偏高4~8℃。根据成都市气象台
统计，2月26日到3月1日，全市日均温
已经高达13.2℃，为2011年以来最高，
其中3月1日全市平均最高气温为
24℃，为近30年同期最高。春季天气特
殊，阴晴交替且多风，就像孩子的脸说
变就变，可不要被暂时的表象所“欺
骗”，小心气温起伏，惹上感冒。

受地面冷空气和高原低槽东移的
共同影响，预计4~7日盆地自北向南
有一次较明显的降温降水天气过程，
日平均气温将累计下降5~8℃，主要
降温降水时段在5日夜间到6日夜间，
其中4日、6日盆地东北部局部地方有
中雨，冷空气影响时伴有4~6级偏北
风，此后气温将回到历史同期水平。

5日晚起成都将迎来断断续续的
小雨，最高气温下降至14℃，到7日白
天，雨水停歇，随后云朵三三两两相
聚，阳光到访，气温稍有回升，最高气
温17℃。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昨天凌晨，在2018年伯明翰世界
室内田径锦标赛男子60米的决赛中，
中国飞人苏炳添以6秒42的成绩打破
亚洲纪录摘得银牌，创造了亚洲短跑
选手在世界大赛中的最好成绩。另一
名中国选手谢震业以6秒52位列第四。

作为第一个跑进 10 秒内的黄种
人，苏炳添最近一段时间竞技状态火
热，在本赛季的室内田径大奖赛中连
续四站获得男子60米冠军。这是苏炳
添第四次参加室内田径世锦赛。2012
年室内世锦赛，苏炳添止步半决赛；
2014年室内世锦赛，苏炳添以6秒52
的成绩获得第四名；在2016年波特兰
室内世锦赛比赛中，苏炳添以6秒54
获得第五。因此，本次世锦赛外界都将
他视为夺冠大热门。尽管最终只获得
银牌，但6秒42的成绩，也创造了新的
亚洲纪录。同时，这也是亚洲选手在世
界顶级田径大赛中获得的首块男子短
跑奖牌。

赛后，苏炳添表示，尽管年龄越
来越大，但自己的竞技状态依然处于
高峰：“我知道，外界有说我已经完
婚，就不去美国训练，而是在国内训
练，觉得我可能没想再在国际赛场上
好好展现自己。但是我心里其实一直
有这样的梦想，从来没有放弃过。今
天所有的成绩都证明我的做法是没
有错误的。”同时，苏炳添相信自己能
很快突破百米9秒99。

成都商报记者 何鹏楠 综合整理

800元~10000元
提前淘汰的黄标车，今起可申领补贴

根据车辆登记的行政区划，
由各区（市）县公安交警车管窗
口受理本辖区提前淘汰黄标车

的补贴申请。
对于车主本人申请，并且能

够提供车辆《报废汽车回收证

明》原件的，不受辖区限制，可以
在全市任一区（市）县公安交警
车管窗口受理。

（一）《成都市黄标车补贴资
金申请表》（受理窗口打印制作
后签字确认）

（二）申请人身份证明
1、申请人为个人的，提供申

请人身份证复印件（查验原件）；
2、申请人为单位的，已办理

“三证合一”的单位提供加盖单
位印章的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查验原件）以及单位授权委托
书；未办理“三证合一”的单位提
供加盖单位印章的有效组织机

构代码证复印件（查验原件）以
及单位授权委托书。

3、非车主本人提出申请的，
还需提供车辆《报废汽车回收证
明》原件或《机动车注销证明》原
件。《机动车报废回收证明》及

《机动车注销证明》均遗失的，由
申请人向报废回收企业申请补
打《机动车报废回收证明》，或向
属地交警分局（大队）提交书面
说明，经属地交警分局（大队）审
核申请人身份及实际交车情况

后可以补打《机动车注销证明》
后予以办理。

（三）申请人收款账户
1、申请人为个人的，提供申

请人本人的个人银行卡复印件
（不可用公务信息卡、信用卡）；

2、申请人为单位的，提供单
位银行开户许可证复印件（查验
原件，个体工商户无开户许可证
的可提供法人个人身份证及银
行卡复印件）。

根据黄标车车辆类型和报
废时限实施差别化补贴标准。

（一）强制报废期在2017年12
月31日前（含12月31日）的黄标车

1、载客车辆：
微型车：800元/辆
小型车（含轿车）：1000元/辆
中型车：1500元/辆
大型车：4000元/辆

2、载货车辆（含专项作业车）：
微型车：800元/辆
轻型车：1000元/辆
中型车：1500元/辆
重型车：4000元/辆
（二）强制报废期在2017年

12月31日之后或无强制报废年
限要求的黄标车

1、载客车辆：

微型车：2200元/辆
小型车（含轿车）：3500元/辆
中型车：5500元/辆
大型车：10000元/辆
2、载货车辆（含专项作业车）：
微型车：2200元/辆
轻型车：3500元/辆
中型车：5500元/辆
重型车：10000元/辆

受 理 地 点

受 理 资 料

补 贴 标 准

室内田径世锦赛
苏炳添夺银创历史

新华社发

33月月44日日，，成都商报记成都商报记
者从成都市公安局交管局者从成都市公安局交管局
了解到了解到，，为确保成都市黄为确保成都市黄
标车淘汰工作圆满完成标车淘汰工作圆满完成，，
日前日前，，成都市公安局成都市公安局、、市商市商
务委务委、、市财政局联合制定市财政局联合制定
的的《《成都市黄标车提前淘成都市黄标车提前淘
汰补贴办法汰补贴办法》（》（以下简称以下简称
《《补贴办法补贴办法》）》）已经市政府已经市政府
同意实施同意实施。。

回收中的部分黄标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