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力争新增生活垃圾日焚烧能力12200吨
■新增渗滤液日处置能力2000立方米
■新增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年处理能力450万吨

■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置率达95%以上
■原生生活垃圾基本实现0填埋
■99%以上的行政村生活垃圾得到治理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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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高考一落幕，旅游市场人气立
即旺了起来。今年四川评选的首批10
个天府旅游名县带来一大波的夏季旅
游大餐。昨日上午，记者从四川省文旅
厅召开的“2019天府旅游名县夏季文
旅产品发布会”上获悉，针对夏季文化
旅游市场特点和游客多元化、特色化、
个性化消费需求，10个命名县整合周
边 44 个县（市、区）相关文化旅游产
品，推出世界遗产游、历史文化游、避
暑度假游、研学体验游、古镇休闲游、
美食购物游、特色街区游、康体养生游
等55条夏季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同时
出台门票减免、住宿打折等28项优惠
措施。

记者在发布会现场了解到，今年
四川命名了成都市青羊区、都江堰市
等10个县（市、区）为首批天府旅游名
县，并成立了天府旅游名县文旅发展
联盟，搭建起区域文化旅游发展一体
化新平台。联盟成员之间除了建设天
府旅游名县智慧信息平台、建立信息
互送制度和市场共管机制、设立区域
无障碍旅游区、重点景区之间开通“直
通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
是要在国内外叫响天府旅游名县品
牌。在发布会现场，首批 10 个命名县
分别推介了各自夏季文旅产品及有关
优惠政策。

针对夏季文化旅游市场特点和游
客多元化、特色化、个性化消费需求，
成都市青羊区用金沙博物馆、青羊宫、
文殊院、宽窄巷子、非遗博览园等串联
起了一场底蕴深厚的文化之旅，从古
蜀文明到当代文化释放魅力。都江堰
市则为游客推出 7 条夏日经典线路，
囊括青城山、熊猫乐园、安缦国际旅游
度假区、都江堰等景区景点。广元市剑
阁县邀请游客感受天险蜀道剑门关，
并联动周边景点，推出天险蜀道生态
避暑游。乐山市峨眉山市推出的《只有
峨眉山》戏剧幻城大受游客期待，这个
国内首个将剧场与周边原生态村落有
机融合的演艺项目将于8月公演。

就游客最关心的优惠政策，记者
了解到，青城山都江堰景区的门票优
惠非常“吸睛”，即日起～8月31日，全
国应届初中、高中毕业生免票进入都
江堰景区，而全国劳动模范在即日起
～12 月 31 日期间可免票进入都江堰
景区。剑门关风景区则主打优惠门票，
将原价240元/人的索道+观光车套票
优惠到130元/人。同时，今年7月1日
至8月30日，中、高考考生持准考证游
剑门关免门票(剑门关景区、翠云廊景
区)。峨眉山市境内农夫山泉 4A 级景
区也在6月20日～8月31日期间推出
门票优惠，将原价 50 元/张优惠为 15
元/张。阆中古城景区门票原价 110
元/人，优惠价70元/人。此外，阿坝州
部分景区、西昌市境内景区也有不同
程度的门票优惠。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云林良品推介会”在蓉举行
签下2200万农产品采购大单

“旺来旺来。凤梨酥象征子孙旺旺
来，所以在台湾的婚礼习俗中，被广为
应用。”台湾云林县长张丽善手持一块
刚刚亲手完成的凤梨酥，用闽南话发音

“旺来”，说起了凤梨酥在台湾的寓意。
19日上午，“云林良品推介会”在

成都市锦江宾馆举行，四川省台办、农
业农村厅等单位相关负责人，省内农
业、商贸企业负责人，在川台资企业代
表，及台湾云林县政府、县农会参访
团，共计约120人参加活动。推介会上，
四川农产品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与云林
县农会签订了“云林县农产品采购协
议”，签约金额为2200万元人民币。

据张丽善介绍，云林县位于台湾
中部，是农业大县，倚靠台湾最长河流
浊水溪，云林县农产品种类丰富多元，
尤以米制品为优，有“台湾粮仓”之称。
除凤梨酥外，此次她还带来了黑蒜精、
苦茶油、西螺米、西螺酱油等近 20 项
云林优质农产品。

据了解，近年来，四川凭借农业资
源丰富、基础良好、市场巨大、政策优
渥的比较优势，与台湾在精致农业、现
代农业方面开展对接合作。2019 年 4
月，第六届川台农业合作论坛在云林
县举行，四川农业界近 160 人赴台参
加，促成了多个川台农业合作项目，签
订合作意向项目44个，合作金额约66
亿元人民币。截至目前，川台农业合作
项目近300个，金额超过20亿美元，有
国家级“台湾农民创业园”2 个，省级

“川台农业合作示范基地”20个。四川
省台办负责人表示，此次推介会，顺应
民众需求，体现了两岸关系好，台湾同
胞才会好。当前，四川正着力打造

“10+3”农业产业体系，擦亮农业大省
“金字招牌”，积极推动“31 条措施”
和“川台70条”的落地落实，让更多台
湾同胞共享四川发展机遇。

张丽善表示，四川是农业大省，这
与云林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云林县农产
品丰富多元，正朝农业智慧化与品牌化
方向增值升级，希望借助此次推介会，
让更多四川乡亲认识云林的优质农渔
产品，也计划在四川筹建一个云林的良
品物产馆，希望建立长期的合作平台，
彼此互惠合作，创造双赢。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彭祥萍 曾那迦

据新华社电 19日晚，四川长宁
“6·17”地震召开了第三次发布会，截
至 19 日 16 时，灾区搜救工作已基本
完成，目前正重点对房屋垮塌严重的
废墟进行集中清理，确保无一遗漏。

据宜宾市政府秘书长李廷根介
绍，目前搜救工作已基本完成，正重点
对房屋垮塌严重的废墟进行集中清
理，确保无一遗漏。当前国家、省、市的
卫生防疫专家已深入长宁县，指导对
双河镇水厂的出厂水、末梢水进行采
样检测，并对停放遇难者遗体的医院
进行消毒处置。据初步统计，对灾区安
置点、医疗救治点等重点区域的清洗
消毒面积约12.75万平方米；开展灾后
卫生防病知识宣传和健康指导工作，
发放宣传单11000余份，进行心理疏
导113人次。目前灾区无重大传染病
疫情报告。

此外，目前宜宾全市所有煤矿已
停工，并撤出所有人员，全面排查安
全隐患，并对 19 家危化品企业进行
全面排查。已完成629处地质灾害隐
患点的专业排查工作，发现 25 处原
地质灾害隐患点呈现变形加剧，新发
现地质灾害隐患点 23 处，现已按地
质灾害防范要求进行妥善处理。

长宁地震搜救工作基本完成
无重大传染病疫情报告

都江堰、峨眉山、剑门关……

四川景点放优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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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明年基本建成
生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

明年将全面实行密闭化收运，实现市、县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全覆盖

网络诈骗新套路来了
加好友不谨慎 可能掉进骗子陷阱

“我姐姐让我加你有事请教！”
近来，不少人在微信上收到这样的
好友申请，对方可以准确无误地叫
出其名字，加上这句含糊不清的话，
不禁让人有些疑惑：这是哪位被我
遗忘的好友？

如果同意添加好友，接下来对
方可能沉默不语，也可能把你拉进
一些微信群，还有可能推销爷爷卖
的茶。

这些新型骗局已在成都出现，
除了“我姐姐让我加你”的套路，“你
的手机号打不通”“**快递：你电话
打不通”等套路也层出不穷。

腾讯公司发布的《西南地
区网络安全反欺诈专题报告》
（以下简称《报告》）显示，2019
年第一季度，腾讯110受理西南
地区网民的有效欺诈举报量
13.5 万例，占全国欺诈举报量
13%。其中，四川举报量最高，欺
诈举报量4.7万例。

《报告》显示，四川人均
被 骗 金 额 最 高 的 是 兼 职 诈

骗，其次是仿冒诈骗、金融信
用诈骗。

仿冒诈骗中常见手法，包
括仿冒各种企业客服办理业
务、仿冒孩子骗取补习费、刷单
兼职诱骗押金、假借办理贷款
骗取手续费、虚假理财平台骗
取充值费等。

《报告》显示：仿冒诈骗是
西南地区人均受骗金额最高的

诈骗类型。男性受害人（58%）占
比高于女性（42%），但女性的人
均受骗金额是男性的2倍。

冒充护士与受害人交友，
再以帮妈妈买车票为由借钱；
冒充帮爷爷卖酒的卖酒女，再
诱导受害人买酒骗取资金等都
是新型诈骗方式。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新的套路：
假装熟人、快递员加好友

6月19日，在成都的女孩倩倩（化名）收
到 微 信 陌 生 人 好 友 申 请 ，备 注 是

“138******61电话打不通啊！”对方提供的
电话号码，就是倩倩本人的手机号码。

对此，倩倩见惯不怪，没有通过。“我
已经至少收到3个了，上次有个人也是加
我，通过以后，就一直不理我了。”

倩倩说，还有一次遇到的陌生人申请
中，备注是“姐姐喊我加你”。倩倩当时觉
得疑惑，忍不住在申请回复区域询问“你
姐姐是谁”，“她就不理我了，我还问了两
三次。”

和倩倩一样，成都人李女士也收到了
这样的好友申请，“我姐姐让我加你，有事
请教，通过一下。”李女士第一时间询问

“你姐姐是谁”，之后再也没有得到回复。
在成都生活的女孩林一（化名）也遇

到类似情况。头像为顺丰快递的微信用
户申请添加好友，备注写的是“电话打
不通”。添加方式是通过手机，除了头像
以外，朋友圈、个人简介一片空白。当她
询问是什么时间派送的快递后，对方便
不再回复。

这样加好友的套路层出不穷，从“我
姐姐让我加你”，到“**快递：你电话打不
通”，从“你好，朋友介绍的”，到“购买商品
有化学残留要退差价的”。

针 对 这 些 情 况 ，全 国 多
地警方和媒体都进行了防骗
提醒。

5月16日，针对“快递打不
通”加微信的行为，成都市公安
局官方微博“平安成都”发布防
骗提示：“骗子将头像伪装成快
递公司，添加你的微信，再谎称
电话打不通，快递弄丢了，打算
全额赔款，然后诱导你点击链
接或扫二维码，然后你银行卡
里的钱就被骗光了，此招数具
有较强的欺骗性。”

同意添加好友后，会有什
么样的情况？中央政法委新闻

网官方微博“中国长安网”提
醒，“通过好友后，对方要么会

‘照搬’你的朋友圈，用你的信
息去诈骗，要么将你拉到各种
群，哄骗你买商品。”这时刚刚
添加微信的这位网友会把你拉
到股票群、微商群、卖茶叶群
等，通过群里的托，哄骗你购买
商品。

记者咨询成都一位从事反
诈骗工作的民警，对方表示，这
些人加微信的最终目的，都是
为了诈骗市民的钱，市民需要
注意不轻易点陌生链接、扫描
陌生二维码。最重要的是，遇见

不熟悉的人发出的“夸张”消
息，例如亲友发生意外、家庭内
有人员被通缉、银行卡被冻结
等情况，不要相信片面之词。可
以拨打110进行求助询问，或者
向周围亲友进行求证询问。

腾讯安全服务平台提醒：
骗子都是先和你建立一对一的
联系，再通过接下来的话术进
行诈骗。银行卡、手机号和验证
码等信息是保护财产安全的屏
障，千万不要透露给陌生人。并
且网购过程中如果出现了问
题，可以通过购物平台或者快
递的官方客服电话进行确认。

警方提醒：被诱导点击链接 银行卡里的钱就没了

数据显示：一季度西南地区人均受骗金额最高的是仿冒诈骗

强化工地扬尘控制，开展
降尘量监测；严查露天焚烧行
为，引导露天摊贩入室经营；深
入推进岷江、沱江流域水环境
治理；完善生活垃圾跨区域处
置补偿政策……

19日，记者从成都市人民
政府网站获悉，成都市城管委
将采取系列措施，加强生态环
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其中明确提出：2019年，成都
市运营中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
将实现在线监管全覆盖。到
2020年，成都将基本建成生活
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全面实行
密闭化收运，实现市、县生活垃
圾处理能力全覆盖。

科学建立“全过程”“全链条”生活垃圾分类体系
据悉，成都市城管委将出台《成

都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加大生活
垃圾分类投放、收集、运输、处置能
力建设，科学建立“全过程”“全链
条”生活垃圾分类体系。

到 2020 年，成都将基本建成生
活垃圾分类处理系统，全面实行密
闭化收运，实现市、县生活垃圾处理
能力全覆盖；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
率达95%以上；基本完成非正规垃圾

堆放点整治；99%以上的行政村生活
垃圾得到治理。

同时成都市城管委将抓好《成
都市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三年行动攻
坚方案（2018-2020 年）》设施建设，
完成13个固体废物处置设施新建改
建；加强餐厨垃圾无害化处理项目
一、二期的运营监管，鼓励餐厨垃圾
产生单位就地减量，提升餐厨垃圾
无害化处置能力。

2019 年，成都市市级焚烧环保
发电厂全部按照环保部门要求实现

“装、树、联”。2020年，成都市将力争
新增生活垃圾日焚烧能力12200吨，
新增渗滤液日处置能力 2000 立方
米，新增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年处
理能力450万吨，餐厨垃圾无害化处
置率达95%以上，原生生活垃圾基本
实现零填埋。

同时，成都市城管委将完善生

活垃圾跨区域补偿政策，加强横
向生态补偿，根据《成都市生活垃
圾 跨 区（市）县 处 理 环 境 补 偿 办
法》，会同市财政局、市发改委按
照相关程序做好环境补偿相关核
量核费以及生活垃圾环境补偿资
金的上缴和下达工作，确保资金
下达及时、管理规范，生活垃圾跨
区（市）县处理环境补偿机制落实
到位。

中心城区“5+2”道路 明年机械化清扫率达到90%以上
在加强城市建成区道路机械化

清扫方面，成都市城管委将通过多
种方式促进环卫企业加快改进更新
环卫作业设施设备，增加机械化清
扫、冲洗作业车辆，不断扩大机械化
作业范围和区域。到2020年，中心城
区“5+2”道路机械化清扫率达到

90%以上，其他市辖区建成区达到
75%以上，郊区新城建成区达到65%
以上。

在强化扬尘污染防控方面，成
都市城管委将综合运用扬尘防控
措施，重点实施建设施工工地扬尘
专项整治，督促建设、施工方落实

扬尘污染防控措施；开展春季、秋
冬季（尤其重污染天气期间）扬尘
治理，集中开展建筑垃圾处置违法
行为专项整治，减少不利天气下扬
尘污染。

在深入推进岷江、沱江流域水
环境治理，加快推进锦江水生态治

理和沿江综合整治方面，成都市城
管委将加强生活垃圾填埋场渗滤液
处置，按照环保要求在出水口设置
在线监测，对处置能力不足的，增设
移动式处理设施，确保渗滤液安全
环保处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成 都 将 出 台《成 都 市 生 活 垃 圾 管 理 条 例》

震后17小时左右，7个“地震宝宝”先后在宜宾市矿山急救医院顺利出生，五男两女。许多媒体都报道了这件大喜事，网友们亲切地
称他们为“金刚葫芦娃”，纷纷送上“健康、平安”的祝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