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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1日，成都举行的“2019中国
（成都）移动电子商务年会暨电商创
新发展峰会”显示了这座城市发展电
商的决心。大会方负责人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举办大会的目的不仅是聚集
行业的发展，更是一场城市营销。

诸多全国颇具商业价值的电商平
台云集成都，包括拼多多副总裁曾怀
亿、云集CMO胡健健、每日优鲜副总
裁郭琦、发网副总裁陈婵、食享会联合
创始人温志平等悉数到场。借此机会，
成都围绕“核心在产业、关键在功能、
支撑在园区、机制是保障”产业功能区
建设四大维度，举行了武侯区、青白江
区、简阳市电子商务产业功能区集中
推介，向全行业全面展示成都电子商

务产业功能区发展定位、基础、优势。
记者获悉，在此次峰会上，还有

多个项目举行了集中签约仪式，同时
还有物流基地、电商物流科技产业园
等一批促进电商流动的支撑型项目。

成都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围绕市
委市政府关于产业生态圈及功能区
建设的部署要求，成都下一步将着力
构建“要素可及、资源共享、协作协
同、绿色循环、安居乐业”电子商务产
业生态圈，加快建设武侯、简阳、青白
江等电子商务产业功能区，引培一批
电子商务总部企业、平台企业，形成
电子商务产业群落，推进电子商务产
业高质量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邹悦

一份最新的关于全国经开区营
商环境的榜单出炉，成都经开区位居
全国第六名。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昨日获悉，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布
了《2019年全国经开区营商环境指数
报告》，该报告以商务部发布的国家
级经开区综合排名前30名为基础，对
营商环境的发展水平进行了测算。从
测算结果看，2019年营商环境指数最
高的前十名，分别是广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青岛经济技术开发区、昆山经
济技术开发区、西安经济技术开发
区、苏州工业园区、成都经济技术开
发区、上海漕河泾新兴技术开发区、

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广州南沙经济
技术开发区和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

具体来看，成都经开区软环境
指数位列第3，基础设施指数位列第
7，商务成本指数第12，生态环境指
数、社会服务指数和市场容量指数
则分别位列第13，第19和第16位。在
经济结构层面，成都经开区的GDP
总量在所有30个经开区中居于第11
位，在中西部地区仅次于武汉经开
区和长沙经开区，在西部地区位列
第一。此外，成都经开区企业数量增
速在30个经开区中位于第10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雷浩然

全国经开区营商环境指数报告出炉
成都经开区位居全国第六

四川都江堰高桥菜市场里的卖
菜婆婆高兴秀，骑了25年的人力三轮
车前段时间丢了。

让高婆婆万万没想到的是，这辆
现在只值50元的三轮车，让都江堰南
桥、太平两个派出所的5个民警找了5
天，给她找了回来。

25年“高龄”
高婆婆的旧三轮车不见了

对于一辆三轮车来说，高婆婆的
三轮车算得上“高龄”。高婆婆买回家
25年了，除了摸得锃亮的车把手，岁
月在车身上留下了斑斑锈迹。

从三轮车到高婆婆家算起，最初
往地里拉化肥，再从地里把粮食运回
来，在菜地里“服役”了14年。

2008年高婆婆开始卖菜，每天凌
晨3点骑着三轮车出发，从胥家镇南店
社区的家里把菜运到菜市场，也有11
年的光景，每天大约往返10公里。“我
从来不锁车，没想到会有人把我的三
轮推走了。”高婆婆想不明白，这辆收
荒匠都只出50元钱的老三轮，会丢了。

“我那天没去高桥，在胡家巷的
菜市场摆摊，快到中午的时候，想去
车上拿件衣服，结果发现车子不见
了”。高婆婆四处找不到自己的三轮
车，一时不知道怎么办，一旁一位年
轻姑娘帮婆婆打了110报警，“派出所
的人5分钟就到了，把我带到派出所
仔细问了是怎么回事。”

看了15小时监控
5个民警5天追回

就在民警接到高婆婆的同时，接
警的都江堰南桥派出所民警把电话
打给了社区、城管，“先要确定是不是
因为婆婆的车子停得不规范，被城管
挪开了。”都江堰市南桥派出所教导
员梁勇回忆起接警处置的情况，称排
除了一些可能因素，初步认定三轮车
是被盗了，“我们调取了监控，发现是
一男子把三轮车推走了。”

“要尽力帮婆婆找到，车子值不
到多少钱，但对婆婆来说是一个生
计。”梁勇说道。随后，南桥派出所派
出5个民警全程参与，还联动了都江
堰太平派出所。

梁勇介绍说，确定了三轮车是被
盗之后，民警们开始通过调取监控锁
定嫌疑人轨迹，调取了至少30个点位
的监控，有的区域没有摄像头覆盖，
还需调取社会监控。“花了3天时间，
至少看了15个小时的监控视频”。最

终“通过人脸识别”锁定了嫌疑人是
附近工地上的罗某。

高婆婆丢车后的第四天，4个民
警又去罗某工地附近走访了一圈，确
定了嫌疑人罗某身份，随后将罗某带
到了派出所。罗某承认了盗车的事
实，他称已将高婆婆的三轮车赔给了
一个建材店老板，因为他此前弄丢了
该老板的三轮车。

“抓到人了，就要帮婆婆把车子追
回来”，梁勇介绍说，民警又前往了建
材店，找到了高婆婆的三轮车，“建材
店老板知道是被盗车后，马上交给了
民警，随后我们通知婆婆来取车”，并
对罗某作出了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

破小案得民心
“没想到找得回来”

“没想到找得回来。”高婆婆说，她
也是在三轮车丢了的第二天，才把丢
车的事情说给了儿子郭正均听。郭正
均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那
个三轮车好老（旧）了，不值钱，本来觉
得丢了就丢了”。5天时间，派出所就打
电话通知领车，“我妈高兴得很”。

“5天时间，5个民警肯定不是只
在为婆婆找三轮车，民警还有执勤、
接警、接待群众咨询等各种工作要开
展”，梁勇说。

位于都江堰主城区南桥派出所
有民警18人，辅警9人，辖区面积约56
平方公里，户籍人口54085人，流动人
口16578人，更不用说每逢节假日络
绎不绝的游客。以南桥派出所都江堰
景区警务室为例，全年365天24小时
承担着游客咨询、游客求助和游客服
务工作，服务游客就达400余万人次。

那么，为了50元的旧三轮，5个民
警参与，花了5天时间，为什么？

“破小案，得民心”，梁勇坦言，案
值50元的案子很小也很少，“就是破
这种小案，特别是帮群众找回财物，
群众才更有感知”。另据介绍，南桥派
出所正在开展将刑侦职能剥离的试
点工作，从制度上保证，让民警有了
更多时间去破小案。南桥派出所还立
下了一条规矩，不管大案小案第一时
间接待，必须到现场调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
到，成都377个派出所正在开展“枫桥
式公安派出所”创建，从小处着手，加
快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从小案
入手，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首席记者 胡挺 李奕 摄影报道

25年“高龄”、现在只值50元
卖菜婆婆的旧三轮车丢了
惊动了5个民警…

拼多多、云集…
电商企业云集成都 风口来了

四川省应急管理厅向汶川县灾区紧
急调拨救灾物资衣被4000件（床），支持地
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救助等
工作。此外，应急管理厅于20日下午雨势
暂缓后，紧急调派西林凤腾1架直升机前
往灾区侦察龙潭电站水坝附近村落灾灾
情；金汇通航1架直升机落地救援点，将运
送的一批紧急药品交付龙潭电站水坝附
近村落的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并搭载一名
怀孕7月的孕妇游客及其丈夫随机转移至
成都，落地后二人情况稳定，无生命危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物
资

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拨
衣被4000件（床）

8月20日，据阿坝州水务局报告，耿达镇龙潭
水电站因线路损毁致闸门不能提起泄洪，已翻坝
（混凝土坝）过流，地方报告有溃坝风险，当地已组
织转移下游沿河群众。

记者从四川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获悉，
21日上午，四川省水利厅相关负责人会同水利部
工作组查看龙潭水电站现场险情，召集州县水务
局、神华四川公司、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等单位的
领导和专家就应急抢险工作进行现场会商和部
署，组织技术力量对溃坝洪水进行分析计算，指导
地方按最不利影响范围做好人员安全转移工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林聪

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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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潭水电站闸门不能提起泄洪
当地已组织转移下游沿河群众

8月21日，记者从成都市水务局获悉，20日晚
成都市西部山区持续强降雨造成都江堰、彭州、崇
州、邛崃蒲江、大邑等地出现不同程度汛情。成都
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先后6次组织气象、水文部门和
各区（市）县进行会商调度，对降雨趋势和江河水
情进行分析研判，对抢险救灾工作进行安排部署。

目前，成都市已启动IV（蓝色）防汛应急响应；
已启动供水应急预案，通过磨儿潭暗渠输水，确保
自来水生产及供应正常。同时加密雨情、水情监
测，加大江河湖库、沿河居民区和山洪危险区蹲点
值守和巡查排查力度，提前组织群众避险转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林聪

应
急

成都已启动供水应急预案
确保自来水生产及供应正常

“我带了两名辅警去上山救援了，派出所
值班电话已经转到我手机上，有其他警情请协
调处理。”8月20日凌晨2点45分，片区值班负责
人付飞拨通了李科的电话，电话那头李科简单
交代了工作后电话匆忙挂掉。让付飞没想到的
是，这竟然成为了李科最后一通电话。

20日凌晨，成都大邑县西岭镇云华村下
起了瓢泼大雨，暴雨导致山洪暴发，道路塌
陷。凌晨2点过，有群众报警求助，急需救援。
成都市大邑县公安局西岭派出所副所长李
科，第一时间带领辅警周正良和罗永红，驾
驶警车赶往现场进行救援，却在出警救援途
中遇险。截至21日17时，李科、周正良因公牺
牲，罗永红仍旧处于失联状态。

最后一通电话仍在交代工作

大邑公安一民警、一辅警
抢险救灾时因公牺牲
一名辅警失联，走前泡的茶还在桌上

受8月20日凌晨暴雨影响，大邑县西岭雪山道
路部分损毁，部分地方通讯中断，部分游客滞留景
区。8月21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大邑县应
急管理局获悉，目前沿山山区通畅道路的游客已
全部劝返，景区内游客已集中安置在安全地带。
目前，大邑至西岭镇（大双路）已抢通，电信、移
动、联通等通讯和天然气、电力设施部分恢复。

截至21日19时，已组织西岭雪山景区游客安
全转移，还有部分滞留景区游客得到妥善安置，
待道路抢通后，将组织游客安全有序转移。

根据省市县气象局会商结论，预计21日晚上到
22日白天，大邑阴天间多云有大雨，局部暴雨；22日
晚上到23日白天中雨，个别地方大雨。23日晚上到
24日白天以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阵雨天气为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西岭雪山景区游客转移
电力通讯部分恢复

同步
播报

高婆婆和找回来的三轮车

8月21日13点54分，直升飞机抵达四川大
学华西校区体育场，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医疗航
空救援分队从四川卧龙耿达镇磨子沟附近的
一水电站，将一名在当地的泥石流灾情中受伤
的男性伤员转运回成都。

8月20日，四川阿坝汶川县境内因受强降
雨影响，各乡镇不同程度发生山体滑坡、泥石
流，部分道路、房屋受浸。卧龙耿达镇磨子沟附
近一水电站也因泥石流成为“孤岛”，20日晚，
由于通讯中断，该水电站被困人员用内部电台
向外发出求救信息。该水电站除了近60人滞

留，还有两名重伤员急需救治。20日22时，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应急办立刻派出华西医院航空
救援分队2名医生2名护士。

21日13点54分，经过40分钟左右的飞行，
搭载着一名重伤员的金汇通航四川分公司的
专业医用救护直升机从卧龙耿达磨子沟附近
水电站的操场起飞，降落在四川大学华西校区
体育场，飞机一落定，地面待命的急诊科医护
人员立即上前，转移伤者至救护车，交警警用
摩托车开道。随即，救护车驶向华西医院急救
中心。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航空医疗救援分队队
员佟乐介绍说，目前已转运回来的伤员为男
性，46岁，初步诊断为右侧胸腔挫裂伤、血气
胸、多发性骨折，目前生命体征暂时平稳，华
西医院医护人员正在对其进行进一步检查和
救治。

21日下午2点30分，航空医疗救援分队再
次出发前往卧龙，接另一位腰椎受伤的伤者返
回华西医院。截至18时30分，已成功抵达华西
医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摄影记者 刘海韵

华西医院航空救援分队 转运2名重伤员

突发洪水/
三人出警抢险 挨个通知群众撤离

8月20日凌晨2时许，大邑县公安局指挥中心
接两名群众报警称：“西岭镇云华村雨势很大、山
洪暴发，现被洪水围困，急需救援”，遂立即指令
西岭派出所前往救援。接警后，副所长李科带领
辅警周正良、罗永红立即驾驶警车奔赴西岭镇云
华村出警救援。

“涨水了，赶快转移游客。”凌晨两点过，西岭
镇云华村西岭酒店老板龚彪还在睡梦中，突然被
一阵急促的吼叫声惊醒。龚彪穿好衣服跑出门外
一看，河水已经翻上了路面，低洼处水淹至小腿
了，西岭派出所副所长李科带着辅警周正良、罗
永红正在挨个通知居民和游客转移。

“我们酒店有60余名游客，人比较多，他特别
叮嘱我要将游客转移到安全地带。”随后，龚彪跑
到对面自家的茶楼准备抢救一些物资，被李科看
到后，赶紧上前再次喊他离开。

“喊了我两次，之后他们接到有群众求助电
话就上山了。”龚彪说，那时雨下得特别大，电也
停了，视线模糊不清，李科带着2名辅警向山上行
驶而去，消失在漆黑的夜里。

意外失联/
上山寻找两次无果 在河滩上发现遗体

在花水湾、出江、西岭、斜源派出所实行片区联
动管理制度，由派出所教导员或派出所所长轮流值
班。凌晨2点40分，当天片区值班负责人花水湾派出
所所长付飞接到了指挥中心通知，西岭派出所副所

长李科带着两名辅警到云华村出警了。紧接着付飞
立即拨通了李科的电话，“我带了两名辅警去上山
救援了，派出所值班电话已经转到我手机上，有其
他警情请协调处理。”电话那头李科简单交代了工
作，还没来得及等付飞回答，电话便挂断了。

途中，李科两次与县局指挥中心报告沿线路
况及水情，凌晨3点过，县指挥中心与李科失去了
联系，电话一直无法接通。付飞带着辅警立即赶
到西岭派出所，发现出警的皮卡车没有停在院
内，一行人驾车上山寻找。到了云华村后，前方道
路塌陷，“当时雨很大，不停落石，附近的消防队
员也未看到李科等人。”付飞带着辅警徒步走了
20多分钟，并未发现便折回了派出所。

“我当时也没有朝坏的方向考虑，因为在山
里面有时电话信号不好，可能他们在出警途中被
困了。”可是返回派出所后仍旧没有看到李科他
们。心里有些着急的付飞又带人并发动村民第二
次上山寻找，依然没有李科他们的下落。

直到20日下午2点，分别在两河口和花水湾
河坝发现李科、周正良的遗体。“仰卧在河滩上，
穿着警裤，脸部有被洪水冲击的伤口。”找到李科
的遗体后，付飞有点受不了，因为这是他相识了
10余年，曾两度一起共事的“徒弟”。

截至21日17时，罗永红仍处于失联状态。

求救市民/
夜晚上山突遇山洪暴发报警求助
“出了意外，我十分内疚”

“我内心十分愧疚，为了来救援我们，害得警察
出了意外。”8月19日晚上10点过，小伙陈越驾车带
着女朋友一起前往西岭雪山玩耍。开着开着，山里
下起了雨，雨势越来越大，路面开始积水，陈越不敢
继续前行掉头离开。“刚开始水只淹到脚背那么深，
突然洪水来了，猛涨到车门的高度。”在巨大的冲击
力下，车被洪水冲击转了几个圈卡在了护栏边上。
两人赶紧翻了出来，并拨打了报警电话求助。

接到报警的李科等人驱车前往救援，不料却
发生了意外。后来，通过后续力量对求助群众开
展救援，陈越和女朋友被成功救出。目前，两人在
医院接受治疗。

坚守一线/
出警前泡的茶还在 大家都在盼他归队

8月21日，在西岭派出所值班室，接警电话不

断响起，民警们强忍着悲痛继续开展相关接警救
援工作。在值班室公示牌上，依然挂着值班领导
李科的照片，而在电脑桌前摆放着一个茶杯还等
着他的主人回来。“这个茶杯是辅警罗永红的，茶
泡好了才喝了一口。”民警王晓明说，罗永红还
处于失联中，大家并没有将茶杯挪动，希望茶杯
的主人能够回来。

经走访了解，副所长李科年仅34岁，从警11
年来兢兢业业、勤奋好学，多次受到嘉奖。牺牲辅
警周正良39岁，失联辅警罗永红36岁，他们平日
都工作敬业、踏实肯干。

据悉，8月19日晚开始，大邑县西岭镇强降雨
达到“百年一遇”特大暴雨等级，造成县域内主要
河道水位上涨、部分道路塌方、房屋受损，群众受
困，当地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开展抗洪抢险工作。8
月21日，沿线道路上都有警力保障，“听到战友离
开的消息我们很悲痛，但是山上还有游客、群
众 ，我们必须坚守在岗位上，承担起人民警察的
职责。”大邑县公安局法制大队民警岳仁维说，他
和李科认识5年了，李科是他师哥，尽管心里很难
过，但仍需坚守在一线，直到险情排除。

当噩耗在网络上传开后，网友们纷纷留言，
“英雄走了！但还有很多英勇的战士在救援一线！
一定注意安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摄影记者 张直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通过直升机转运因汶川泥石流受灾的伤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