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大早，德阳东湖山公园
西门一侧的路边早市热闹开
张，结束晨练的市民路过这儿，
顺道就把蔬菜瓜果买了。这个
“路边早市”长约四五百米，商
贩大都来自周边村镇。这里看
不到商贩与城管玩“躲猫猫”的
情形，原因就是路边的这种白
线划分出的小格子。

流动商贩出摊占道，是不少
地方面临的问题。德阳采取“潮
汐”管理方式，在城区根据实际
情况划定了20个便民服务点。
德阳市城管局执法支队政委廖
岫山介绍，“这样的服务点在德
阳市区一共有20个，根据不同
的情况，开放的时间也不一样。”

德阳试水“潮汐菜市场”

路边摆摊，地上划线
规定时间，城管不撵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 3 第
18211期开奖结果：893，直选：
3906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
0注；组选6：9629注，每注奖金173
元（11，606，640.75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211
期开奖结果：89359，一等奖78注，

每注奖金10万元（245，723，538.90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电脑体育彩票
18091 期开奖结果：06 22 26
28 31 01 07 一等奖2注，每注奖
金10，000，000元；追加1注，每注奖金
6，000，000元。二等奖50注，每注奖金
200，300元；追加16注，每注奖金120，
180元。三等奖422注，每注奖金8，869
元；追加169注，每注奖金5，321元（6，
239，379，715.3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体彩

福彩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四川）
第1809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31103011031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四川）
第1810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11133012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
负（四川）
第18096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0100330001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四川）
第18091期开奖公告
本期开奖号码：33110301103111

足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3D”第2018211期开奖结

果：628。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七乐彩”第2018091期开奖
结果：基本号码：10 13 14 21
26 27 29，特别号码：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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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早上十点后自行收摊

8日上午，刚从东湖山公园晨练
结束的胡大爷，和老伴一起在公园西
门一侧秦岭山路“路边早市”上逛了
起来，“路边早市”长约四五百米，商
贩大都来自周边村镇。

70多岁的尹帮杰是附近居民，每
天他都会和老伴拉着一三轮车水果到
这个“路边早市”上卖，一上午可以收
入几十元甚至上百元钱。商贩李辉介
绍，每天早上他们五点钟就来了，这是
城管给他们划的位置，一人一格，“每
天早上来这里都有位置，我们基本都
在这里买菜，都不走其他地方去了。”

临近上午 10 点，秦岭山路上的
“路边早市”人开始少了，李辉等人也
开始收拾东西，准备收工回家。文明
劝导员李春华等人会过来提醒一些
还未收摊的商贩该收摊了，也会主动

帮一些商贩搬东西。
10时许，商贩陆续离去，3名清

洁工人开始打扫现场卫生，1 小时
后，卫生清理完毕，秦岭山路又恢复
了平静。“我们要求他们在标线里面
摆摊，我们也不收他们的管理费。”
德阳市城市管理执法局执法支队三
大队一中队队长何超金介绍，这个
地方属于“潮汐式”管理，每天十点
钟之后，商贩自行收摊。

难点
4万多人没有近的菜市

马路边为何允许流动商贩“练
摊”？

东湖山公园是德阳人喜爱的城
市生态公园，附近居住着 4 万多居
民，然而最近的菜市场离这里也有
两公里多，有些住得相对较远的居
民甚至不得不赶公交去菜市。

看到有市场需求，就有不少附
近村镇的农民来这里卖菜。由于缺
乏管理，商摊越聚越多，从一两个逐
步增长到几十个，有的甚至摆上了
公交站台，社区附近的交通也经常
发生梗阻，城管部门为此还经常接
到市民投诉。

2016年5月，德阳城管部门启动
了主题为“让流动摊贩融入城市”的市
民好点子有奖征集活动，先后有105
名热心市民通过微信、电子邮箱提交
建议110多条。廖岫山介绍，城管部门
收到的市民建议大致分为四类：规范
摆摊设点、加强流商管理、科学严格执
法和加强宣传正确引导。其中，规范摆
摊设点类的建议就有60多条，建议主
要集中在划分区域和时间段允许摆摊
经营，打造定点早市、夜市和分品类的
商品一条街等。德阳市民梁栋提出“在
临街小巷巷口划定专门地块，设置残

疾人就业摊点，实行挂牌服务”这个好
点子，受到城管部门的青睐。疏通远比
堵塞要顺畅得多，成本也较小，群众基
础则更广泛，随后开始试行。

划线
规范商贩也规范城管

据统计，目前德阳市区共有流动
商贩2600余户、7100余人，流动贩卖
水果车800辆左右。

“这样的服务点在德阳市区一共
20个，根据不同的情况开放的时间也
不一样。”廖岫山介绍，20个点，有像
侧秦岭山路“路边早市”这样早上10
点以前允许摆摊设点的，也有的像夜
市一样，下午6点以后才能摆摊设点。

据了解，20 个临时便民服务点
内的经营人员主要以该区域及其周
边农民、流动商贩为主。经营商户主
要以蔬菜水果、小百货、特色小吃等
为主。同时，在临时便民服务点起止
位置设置制度牌，提高摊主自律意
识，同时服务点内所有商户通过公开
选举，推选一名代表负责该临时便民
服务点的自律管理、自我监督。

廖岫山认为，划线卖菜，既给商贩
划出了行为界线，也给城管划出了执法
界线，“市民方便了，商贩不用再躲我
们。”秦国治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严处
拒载议价罚款2000元

成都商报记者在检查现场注意
到，执法队员不仅要比对出租车的
服务证，查看人车信息是否一致；还
会随机抽取车内发票查验真伪，同
时比对行驶时间和里程数等，是否
存在较大差异。

记者从市交委执法总队获悉，
暑期以来，通过执法检查和市民投
诉等途径，查处了多起议价、拒载、
更改议价器等案件，对相关车辆和
驾驶员依法依规进行了严处。

6月21日，执法人员在双流机场
T2航站楼出租车站点，对川ATZ7**
出租车进行例行检查，发现出租车驾
驶员汪某某涉嫌更改计价设施、设备，
虚增运费。调查过程中，汪某某承认了
其违法行为。市交委依据《成都市客运
出租汽车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给予其
吊销从业资格证、终身不得从事客运
出租汽车服务的行政处罚。

6月14日，市民投诉川ATV3**
出租车拒载。经执法人员调查，驾驶

员梁某拒载行为属实。市交委依据
相关规定，给予其罚款2000元、暂扣
从业资格证十日的行政处罚。

投诉
交通运输服务问题拨12328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曾经，交
通运输行业服务监督号码不统一，
投诉举报、信息咨询不太方便。如
今，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12328作
为交通运输行业统一的社会公益性
服务监督系统，主要受理和办理本
行业的投诉举报、信息咨询和意见
建议。

市交委执法总队温馨提示，市
民在乘坐出租车过程中若遇到拒
载、绕道、议价、强迫组合乘客，或发
现里程数、金额与平日有较大差异
等情况时，要及时保留相关证据：如
时间、地点、发票、照片、录音材料
等。并通过拨打 12328 进行投诉，相
关职能部门将根据乘客提供的证据
材料，及时进行调查处理并回复。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摄影报道

暑假加强执法 打的遭“烧”请拨12328投诉

8月6日，国家发改委网站消息
显示，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
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
制，自2018年8月6日24时起，国内
汽、柴油价格（标准品，下同）每吨均
提高70元。据卓创资讯测算，本轮油
价上调幅度偏小，消费者加满一箱
50L的92#汽油需多花2.5元。

本轮成品油计价周期内，先是
美国原油库存下降及地缘政治冲突
等利好消息支撑国际油价反弹，但
随后股市下跌、贸易紧张关系升级
等利空消息再度拖累国际油价，使
原油变化率先升后降，最终处于正
值低位。

7月主要产油国原油产量提升

近期，国际油价涨跌互现。
其中，7月30日，WTI原油近两

周来首次站至70美元/桶上方。数据
显示，截至30日收盘，纽约商品交易
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
于每桶70.13美元，涨幅为2.10%。9
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
收于每桶74.97美元，涨幅为0.92%。

不过，7月31日，国际油价又回
吐前一日涨幅，WTI原油价格重回
每桶70美元下方。一项调查显示，7
月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原油产
量增加7万桶/日，至3264万桶/日，
触及2018年内新高。

另一方面，俄罗斯能源部长诺
瓦克8月1日表示，俄罗斯上月平均
石油产量高于该国在6月石油输出
国组织（OPEC）和非OPEC会议后
承诺的水准，但这仅仅是为了保持
市场稳定。

8月2日，俄罗斯公布的数据也
证实了诺瓦克这一说法。数据显示，
俄罗斯原油产量7月份增至4742.9万
吨/日，6月份为4527.6万吨/日。7月
份俄罗斯原油产量超过了其在6月
份维也纳会议上承诺的增产额度。

这也使得7月31日、8月1日国际
油价出现下跌。

下轮调价搁浅或微涨可能性大

国际原油市场涨跌互现，使整
体的原油变化率最终处于正值低
位。受此影响，本轮成品油迎来上

调。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70
元，折合升价为92#汽油上调0.05
元，0#柴油上调0.06元。

据卓创资讯测算，由于本轮油
价上调幅度偏小，对于消费者而言，
出行成本增幅有限。加满一箱50L
的92#汽油多花约2.5元。

隆众资讯数据显示，本轮调价
后，全国绝大多数地区92#汽油零
售 限 价 在 7.25~7.45 元/升 ，柴 油
6.86~7.06元/升。

本次调价对国内汽柴油市场
影响如何？

隆众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刘培培
认为，本次汽柴油价格迎来上调，为
利好较足的市场再次带来支撑，部
分炼厂恢复开工，但供应紧张的局
面仍在，主营公司上月销售情况较
好，月初任务压力整体缓解，再加上
外采成本较高、资源到位不及时，挂
牌价或将继续推高。不过，下一轮调
价周期来临之前，地炼开工情况或
将回升，预计汽柴油价格延续高位
后小幅回落的概率较大。

对于成品油下一轮调价预期，
隆众资讯分析师李彦表示，近期国
际原油市场利空利好消息交织，以
拉锯震荡态势为主。利空方面，市场
担忧中美贸易摩擦及主要产油国增
产，同时美元也有持续走强迹象。利
好方面，地缘政治成为关注焦点，美
国伊朗关系紧张导致波斯湾阴云聚
集，同时美国传统消费旺季和低位
库存也带来支撑。目前来看，中东局
势尚无进一步恶化迹象，国际油价
走势尚不明朗。

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徐娜
表示，后期来看，地缘危机发展或
对油价底部形成有效支撑，但产
油国增产，贸易关系走向以及日
渐强势的美元都对油价形成明显
打压，多空因素博弈下，国际油价
或依旧呈现震荡走势，单边行情
出现可能性较低。综合分析来看，
下轮调价，即8月20日24时，国内
成品油调价或呈现搁浅或小幅上
调可能性较大。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周程程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俞瑶

8月6日，成都石羊客运站进站口所在的石桥路上，市交委执法总队三
大队一中队队员在出租汽车停靠点，对车辆进行例行检查。路中间停靠、服
务证放置不规范等问题都被一一指出纠正；执法人员还会对每名驾驶员进
行例行告知，要求他们遵章守纪。

时值暑期，在机场、火车站、客运站等客流集中地，乘坐出租车的旅客
增多，个别出租车驾驶员在执法间隙向乘客议价、拒载。对此，市交委执法
总队提醒，乘客乘坐出租车时，如遇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拨打交
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12328进行投诉，一旦查实，必将依法依规严处。

成品油价微涨
出行成本将小幅增加

扫码关注
“成都商报四川名医”

今日
服务

慢阻肺，即慢性阻塞性肺疾病，
很多人认为只有秋冬季才该对慢阻
肺格外注意，但实际上夏季才是调

理慢阻肺的关键期。今天，成都商报
四川名医邀请到了成都医学院第一
附属医院呼吸内科的副主任医师，
孙建为大家答疑解惑。

想了解更多呼吸系统疾病的常
识吗？赶紧关注“成都商报四川名
医”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目
条的“今日服务”，根据提示进入相
应版块，即可直通名医服务。

（杨星驰）

秋病夏调正当时
四川名医“今日服务”直通专家和您聊聊慢阻肺

市交委执法总队队员对出租车进行例行检查

8月6日，眉山市仁寿县公安局
发布消息称，当日早上 7 时许，在仁
寿县农旺乡赤卫村 2 组成宜高速工
地旁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件，受害人
谢某某被捅伤后经抢救无效死亡。接
警后，公安机关立即开展侦查工作，
发现张某有重大嫌疑，公安机关迅速
组织开展侦查抓捕工作。

当日 10 时许，仁寿县公安局富
加派出所所长王涛正带领民警辅警
准备出所对犯罪嫌疑人张某进行抓
捕，犯罪嫌疑人张某驾驶汽车，突然
冲进富加派出所对办事群众进行冲
撞，并持刀追砍现场人员。为保护群
众生命安全，王涛和值班人员紧急应
对处置，开枪将犯罪嫌疑人张某击伤
制服（该犯罪嫌疑人后送医院抢救无
效死亡）。在与犯罪嫌疑人张某搏斗
中，王涛和辅警廖弦受重伤，4 名群
众不同程度受伤。经医院全力抢救无
效，受重伤的王涛和辅警廖弦于8月
6日13时30分临床宣布失去生命特
征，因公殉职，受伤群众经抢救均无

生命危险。
晚上10时12分，眉山公安通报，

针对8月6日在眉山市仁寿县公安局
富加派出所内发生的个人极端案件，
经公安机关调查，现已初步查明：

犯罪嫌疑人张军（男，37 岁，仁
寿县人）系网上逃犯，长期流窜外地。
张军对导致其家庭矛盾的谢某心存
怨恨，于2018年8月5日返回仁寿寻
仇。6日上午7时许，张军找到谢某之

父谢某某并发生口角，持刀将其捅伤
致死。仁寿县公安机关接警后，立即
开展案侦工作，迅速锁定犯罪嫌疑人
张军，并紧急组织力量开展缉捕。

张军杀人后在与谢某通电话中，
了解到其已向富加派出所报案，误以
为谢某在富加派出所，遂驾车前往报
复。当日10时许，张军驾乘汽车冲进
富加派出所院内，撞伤多名办事群众
后，跳车冲进户籍室，持所携一支仿
制手枪对上前阻拦的辅警廖弦开枪
射击，手枪子弹卡壳未打响，其又挥
舞手持的尖刀（刀长 40cm，宽 3cm）
将廖弦刺成重伤。所长王涛率民警、
辅警上前围捕，依法果断开枪将其击
伤并控制（张军后送医抢救无效死
亡）。围捕过程中王涛被张军捅成重
伤。王涛、廖弦送医院紧急救治，因伤
势过重抢救无效于当日13时30分不
幸牺牲。4 名受伤群众经及时救治，
伤情稳定。

目前，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警方供图

眉山和仁寿警方通报男子派出所行凶案：

凶手系逃犯 携仿制枪和尖刀行凶
所长和一名辅警因公殉职

所长牺牲前击中嫌犯，该嫌犯后送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因公殉职的辅警廖弦因公殉职的富加派出所所长王涛

晨练结束的德阳市民在“路边早市”买菜

上午10点，商贩们开始收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