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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特大跨境电信诈骗案开审

被告人多达44人
涉案金额达5000余万

4月17日至19日，8·25特大
跨境电信诈骗案在成都市中级人
民法院开庭审理。该案系最高检
和公安部联合挂牌督办案件，涉
案被告人多达44人，成都市检察
院8·25专案组出庭支持公诉。经
查，该案团伙幕后指挥及管理层
均来自台湾地区，诈骗对象涉及
地域广，辐射四川、云南、山东、辽
宁、广东等多个省份，截至 2016
年 12 月拨打电话次数累计约 30
万人次，涉案金额高达5000余万
元，单笔最高金额达959万余元。

2016年3月至12月，台湾人
“伟哥”（在逃）纠集徐某某、曾某某
等人在印度古吉拉特邦苏拉特市
城郊一栋楼房内设置电信诈骗窝
点。徐某某、曾某某招募组织李某
等数十人作为话务员赴印度，分
别冒充银行工作人员、公安民警、
检察官等身份拨打电话，谎称对
方信用卡透支、个人身份信息可
能被盗用等，针对四川、云南、山
东、辽宁、广东等多个省份30余万
人实施诈骗。该团伙组织严密，分
工明确，利用个性化“剧本”，诈骗
对象多以中老年人及女性群体为
主，并通过植入远程控制系统等
手段对被害人电脑实施控制并转
款，诱骗被害人一步步落入圈套。
所得赃款通过地下洗钱公司分散
至几十张乃至几百张银行卡，再
由地下取钱公司迅速取款转移。

在三天庭审中，成都市检察
院出庭公诉人以多媒体示证方
式，多角度展示和分析了证据内
容，充分论述了44名被告人构成
诈骗罪的理由和依据。据悉，法院
将择日宣判。成都商报记者 赵瑜

成都污水处理厂16日正式更名
为成都市净水厂。从“污”到“净”，改名
背后有什么原委？“随着如毛细血管般
的中水管道逐步完善，中水回用将越
来越广泛。”成都市第九净水厂厂长李
光亮告诉记者，“污水处理厂”更名为

“净水厂”更有利于体现污水处理水质
净化及再生水回用的双重功能。

主城区共8座净水厂
日均处理约180万吨污水

记者了解到，1989年成都修建了
第一座污水处理厂，命名为成都市第
一污水处理厂。上世纪 90 年代成都
修建了第二污水处理厂。上世纪 90
年代后期至 2010 年，又陆续修建了
第三至第八污水处理厂（现已更名为
第三至第八净水厂）。第九、十净水厂
分别于2014、2017年投运。

据悉，除了被拆除的第一、二污

水处理厂，其他8座净水厂均在使用
中，主城区东南西北四个方向都有。

“这样布局是为了方便收集各区域的
污水。同时，由于主要依靠重力收集
污水，而成都的地形为西北高、东南
低，所以最大的第九净水厂修在东南
边的白鹭湾湿地附近。”

“成都市主城区日均供水量大约
200 万吨左右，8 座净水厂日均能处
理约180万吨污水，污水收集处理率
达到90%。”李光亮介绍，“180万吨水
是个什么概念？可以灌满约 1000 个
50米长、21米宽、1.8米深的游泳池。”

从“污”到“净”
逐步实现再生水回用

4 月 16 日，市水务局发布消息，
成都市第三至第九污水处理厂正式
更名为“成都市第×净水厂”（如成都
市第三净水厂）。

成都污水处理厂为何改名净水
厂，记者采访了成都市第九净水厂厂
长李光亮。“如果将城市看作一个人，
那么遍布全城的水网无疑是就是身
体中的血管。而净水厂则起到肾脏、
肝脏的作用，让城市的血液得到净
化。”李光亮告诉记者，近年来，国内
污水处理行业与再生水利用合二为
一的发展趋势日益明朗，随着成都市
主城区污水处理厂不断提标改造，各
厂排放标准逐步达到类地表水 IV
类，污水净化后可以作为中水回用。

李光亮告诉记者，随着如毛细血
管般的中水管道逐步完善，中水回用
将越来越广泛，“污水处理厂”更名为

“净水厂”，更有利于体现污水处理水
质净化及再生水回用的双重功能。

据了解，由“污”到“净”的除了内
涵，也有颜值。“经常有市民和中小学
生到距市区最近、位于杉板桥附近的
成都市第四净水厂参观。”李光亮告

诉记者，也有不少外省同行到第九净
水厂观摩学习，厂里有大块绿地以及
众多水池，如果再加几把长椅，就像
公园一样，“可能产生臭气的环节也会
密封，产生的臭气会经处理再排放”。

中水将用于绿道
还将用于街面冲洗

目前成都市主城区的污水来源
主要是生活污水。这些污水经市政管
网汇集到净水厂，经过处理，再通过
管网为中小河道补水。“污水处理大
致有三步，第一步通过物理方法分选
出固体；第二步通过生物化学方法，
模拟大自然净水的过程，处理溶解性
的微生物等杂质；第三步通过紫外线
照射消毒。”李光亮告诉记者，用时一
年多，2016年10月完成提标改造的第
三、四、五、八净水厂还引入了MBR
膜技术，在不扩大场地的同时，日均

处理污水能力共计提高了35万吨。
“经过处理的中水，除了为中小

河道补水，随着中水管道的逐步完
善，中水还将用于成都市绿道的绿
化浇洒、市政杂用、湿地环境补水。”
成都市排水有限责任公司研发中心
主任雍晓蕾说，同时像绿道中的公
厕、绿化浇灌等公共用水也会使用
到中水。

“目前大街上冲洗街道、浇灌绿
化的洒水车用的是自来水，随着配套
市政管网的建设，我们还会在地面，
修建与消防栓类似的中水供应栓，方
便洒水车使用中水。”雍晓蕾告诉记
者，到2030年，预计每秒能为成都市
提供 20 立方米以上的中水，供环境
用水。这样可以让我市有限的水资源
更多分配给生产和生活用水，使得污
水资源化，让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协
同发展，推进成都市生态文明建设。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林聪

小学生化身精明小摊主
2018成都儿童跳蚤市场启动

慷慨激昂的诗词吟诵，品类
繁多的闲置图书，创意十足的古
风游园。21日，由成都市精神文明
办公室主办的2018成都儿童跳蚤
市场启动仪式暨“书香成都”读书
摆摊活动在都江堰举行，近百名
小学生化身摊主进驻跳蚤市场，
现场人头攒动，顾客络绎不绝。

在《大风歌》音乐吟诵表演
中，以“社区治理小帮手，俭以养
德我当先”为主题的2018成都儿
童跳蚤市场启动仪式正式拉开帷
幕。在所有师生家长见证下，相关
领导与学生代表一同推动推杆，
印有“2018成都儿童跳蚤市场启
动”字样的卷轴缓缓打开，2018
年成都儿童跳蚤市场和首场摆摊
活动正式启动。据悉，今年的成都
儿童跳蚤市场活动，将延续去年
受到好评的“国际场”、“敬老场”
等主题活动，继续与科技、公益等
主题结合，为学生们提供“一站
式”丰富体验，让他们从活动中收
获成长。此活动将陆续在全市多
个街道社区开展，并评选出“十大
优秀街道社区”。 （应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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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银出水，兵马未动，
探测先行。

如何用“黑科技”找到
埋藏在岷江河谷的“张献
忠沉银”？怎样才能在动工
挖掘之前就先圈定沉银储
集区？“江口沉银”遗址的
水文环境复杂，该如何寻
找突破口？

日前，记者走近电子科
技大学信息地学特色研究
中心科研团队（以下简称
“探测团队”），揭秘该团队
如何打造“火眼金睛”，为江
口沉银古河道的准确定位
提供科学依据。

据悉，在江口沉银遗
址发掘之前，四川省还没
有水下考古的案例。为保
证水下探测的良好效果，
该团队专门设计制作了
“水陆两栖雷达”，实现大
规模漂缆式电阻率三维探
测与成像，这也是国内复
杂水域环境水下探测的首
次大规模使用，为水下考
古提供了成功典范。

王晓刚
成都儿童团记者 赵雨欣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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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处理厂更名为净水厂“净水”将用于绿化灌溉

电子科大探测团队
给河流“拍CT”寻宝

“这次考古发掘的成果大多出水于我们
根据探测数据划定的分布范围。”

探测团队将持续跟进江口考古项目，
争取尽快为整个遗址区域测绘出高精
度“3D藏宝图”

日前，彭山江口明末战场遗址（原名
彭山江口沉银遗址）又获丰硕成果。除了
首次发现三眼铳（火器），蜀王金宝以及
多枚刻有双流县、德阳县等地名的银锭
外，还发现了大量船钉，为考古人员寻找
沉船提供了新的证据和线索。

尽管“江口沉银”已经尘封370多年，
但探测团队采用水上电阻率成像法、两
栖地质雷达、高精度磁法等综合探测技
术，对超过10万平方米的探测区域进行
了扫描成像，确定了古河道的准确位置，
并综合河床基岩起伏状况进行分析，为

“沉银有利储集区”的划定提供了有力证
据，从而使二期水下考古取得了“事半功
倍”的效果。

据悉，探测团队早在2017年一期考
古工作中就发挥电子信息技术优势，在
江口沉银遗址区成功地开展了“CT”扫
描试验，制作出了第一版“3D藏宝图”。而
在本次二期考古中，该团队进一步采用
综合探测方案，进一步提高了“3D藏宝
图”的精确度。探测团队还开展了多源数
据的综合解译与建模工作，使探测成果
的可靠性有了极大提升。

给江口沉银遗址“拍CT”
绘制超10万平方米“3D藏宝图”技术优势/

2017年12月6日，探测团队技术负责
人周军博士就带领团队驻扎江口镇，展开
大范围的探测工作。但应该从哪儿开始
挖？复杂的水下环境该如何寻找突破口？

“水下金属文物的运动和富集规律与
河道基岩的结构特征有关，通常说来河流
弯道中的‘凸岸’是有利于物质堆积的区
段。”经过反复计算和考证，周军认为，可以
利用电阻率成像法等探测手段获取河床基
岩的三维结构模型，“模型中基岩构成的

‘凸岸’区域就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目前
已经完成的水上电阻率探测剖面接近90
条，这为判定岷江河道中哪些地方更有利
于文物富集提供了最为重要的科学证据。”

当时，时间紧迫，汛期将至，一旦岷江
进入禁渔期，江上的一切渔业、采沙等活
动将被禁止。团队需赶在禁渔期来临之前

充分利用考古发掘“窗口期”。于是，团队
在府南河口与岷江大桥下游的工作区块
开展了大量试验工作，同时及时了解实际
发掘情况，对基岩结构、电磁感应异常的
地方进行验证。并在垂直河道的方向上设
置若干条测线，以拓展“3D藏宝图”所容纳
的区域范围，从而进一步为“河床基岩结
构模型”提供更多的细节特征。

“本次探测的面积是2017年初的一
期考古探测试验面积的数十倍。”周军介
绍，“总体来说，探测任务还很艰巨”，虽
然在“3D地图”的帮助下，考古发掘工作
有的放矢，在100天的时间里完成了发掘
任务。但“目前预估的江口沉银遗址范围
大约为100万平方米，而一期和二期发掘
的面积只有数万平方米，仅仅是江口沉
银遗址的一小部分”。

赶在汛期来临前完成探测
预估沉银遗址范围约100万平方米时间紧迫/

据探测团队介绍，开展水下考古在
四川省内尚属首次，而且难度很大。

“江口沉银”遗址的水文环境复杂，
单件文物的几何尺寸较小，文物埋藏于
水下的卵石层中，分布零散、规律复杂。
因此，团队着力探测河床基岩结构、研究
文物分布规律、寻找“沉银有利储集区”，
并改进探测方法、研发探测装备，为此专
门设计制作了“水陆两栖雷达”。目的是
实现大规模漂缆式电阻率三维探测与成
像，保证了水下探测的良好效果，这也是
国内复杂水域环境水下探测的首次大规
模使用。

“这次考古发掘的成果大多出水于

我们根据探测数据划定的分布范围，这
进一步为我们的方法提供了有力的佐
证，也对我们的理论模型进行了很好的
验证。现在可以肯定，我们的理论判断是
准确的！”周军表示，探测团队将持续跟
进江口考古项目，争取尽快为整个遗址
区域测绘出高精度的“3D藏宝图”。

对此，电子科技大学资源与环境学
院院长胡光岷教授表示，这次探测工作
的研究思路与技术创新在江口沉银考古
探测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本次工作中
所采用的新思路和新技术对于江河、湖
泊、浅海滩涂环境中的地下探测具有十
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与推广价值。”

遗址水文环境复杂
专门设计制作“水陆两栖雷达”水下考古/

江 水 淤 泥 里 如 何 发 现 沉 银江 水 淤 泥 里 如 何 发 现 沉 银 ？？

探测团队水面探测

周军博士（左三）与部分团队成员

探测团队绘制的江口沉银遗址河床基岩模型

江口沉银遗址二期挖掘现场（红色部分为露出的河床基岩）

紧接01版 读书班期间，罗
强、朱志宏、胡元坤、谢瑞武、王川
红、廖仁松、苟正礼、田蓉分别围
绕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深入实
施“东进”战略、推动人力资源协
同发展、推进全面改革开放、全面
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有效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全面加强机关作风
建设、壮大主流思想舆论等主题
谈了认识体会，分析存在问题，提
出下步工作建议和打算。读书班围
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
书记对四川工作重要指示精神，围
绕省委书记彭清华在全省市厅级
主要领导干部读书班上讲话精神
和来蓉调研讲话精神，聚焦“四个
准确把握”要求，紧密联系成都实
际和工作实践，进行了热烈讨论。
成都高新区、龙泉驿区、市新经济
委等8家单位围绕产业功能区建
设、“东进”战略、培育发展新经济
等内容作了汇报交流。

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
府、市政协领导，市法院院长、市
检察院检察长，各区（市）县、市直
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市
属高等院校、国有企业、中央和省
在蓉单位等负责人参加读书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