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红星新闻、@成都商报 官方网站 www.cdsb.com 报料及服务监督电话 028-86612222责编 戈萍 编辑 杨珒 美编 帅健宏

综合
2022年8月14日 星期日

03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215
期开奖结果：062，直选：4863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6：23325注，每
注奖金173元。（43922921.27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215
期开奖结果：06220，一等奖21注，
每注奖金10万元。（369633462.22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2092期全国
销售284162500元。开奖号码：01
04 12 23 29 05+12，一等奖3注，
单注奖金1000万元，追加0注；二等
奖98注，单注奖金142234元，追加32
注，单注奖金113787元；三等奖226
注，单注奖金1万元。（924505092.44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体彩

福彩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

2022215期开奖结果：146
（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开奖现场

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

22088期：300031303030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任

选 9 场（四 川）第 22088 期 ：
300031303030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
第22088期：101321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
胜平负第22088期：333010001331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
年10月12日)

为严格贯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
反弹”总策略，充分发挥核酸检测对科
学精准防控的重要支撑作用，及早发
现潜在新冠肺炎传染源，快速采取防
控措施进行处置，防止疫情扩散，8月
12日，成都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
防控指挥部办公室就做好成都市近期
常态化核酸监测工作做出如下部署：

一、严格执行“入川即检”工作要求

（一）所有省外来（返）蓉人员必须
第一时间完成现场第一次核酸采样，
切实减少风险人员脱管时间，做到疫
情早发现、早处置。

（二）各区（市）县要在物流园区、
货运停车场、大型批发市场等货车司
机较为集中的区域设置常态化核酸检
测采样点，配备足够力量，为所有（包
括省内抵蓉）货车司乘人员提供免费
便捷的核酸检测服务，并坚持入园必
检、入场必检，在蓉期间每日1检。

二、扩大重点人群监测范围和频次

（一）对启用期间的集中隔离场所
工作人员，定点医疗机构工作人员，
海关、边检、口岸工作人员，航空服务
人员，国际道路和铁路货物运输工作
人员、进口冷链食品相关工作人员、
普通医疗机构发热门诊相关医务人员
每日1检。

（二）对邮政快递、外卖、同城即时
配送、酒店服务、装修装卸、交通运输、
商超及农（集）贸市场、普通医疗机构
（发热门诊除外）、疾控机构、养老机
构、福利院、殡仪馆、精神卫生康复机
构、电影院、网吧、电子游艺厅、酒吧、
KTV、歌舞厅、物流园区、建材市场、大
型批发市场从业人员以及基层协查人

员（含社区一线工作人员、物业、保
安），学校和托幼机构教职员工、后勤
人员，培训机构工作人员每3天1检。

（三）对规上工业企业、房屋市政
工程建筑工地、市场监管系统、图书
馆、博物馆、美术馆、体育馆、景区公
园、宗教场所以及机关和事业单位工
作人员，学校和托幼机构学生、培训
机构学员、五小行业从业人员、流动
自由职业者、养老人员、康复人员每7
天1检。

三、切实做好愿检尽检工作

各区（市）县要科学设置采样点
位，为市民群众“愿检尽检”提供便利，
引导其落实好个人防疫责任，各区
（市）县采取在居住小区轮流设立临时
采样点的方式，引导市民就近就便每7
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最大限度提升
社会面疫情预警能力，减低社会面疫
情传播风险。

目前，成都市全域无风险区，市民
朋友可正常出行，离蓉无需核酸检测
报告；但如需离蓉，核酸检测按目的地
城市要求执行。

市疫情防控指挥部专业疫情防控
组将根据疫情形势和专家评估意见，
动态调整常态化核酸监测方式、范围
和频次。

鉴于本轮疫情成都所有风险区已
全部“清零”，城市运行和生产生活全
面恢复正常，全市核酸检测点混检免
费政策停止实施，即从 8 月 13 日 8 时
起，除重点人群和入川即检人员核酸
检测费用按原政策执行外，其余“愿检
尽检”人员核酸检测按相关收费标准
规定收取费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章玲

答复：核酸检测是判断是否感染病毒
的重要手段，对科学精准防控具有重要支
撑作用。开展常态化核酸监测是及早发现
潜在新冠肺炎传染源，快速采取防控措施
进行处置，防止疫情扩散的重要措施。

答复：省外来（返）蓉人员扫入川码
后，3 日内须进行 2 次免费核酸检测。其
中，首次核酸检测在入川后 24 小时内尽
早就近完成，间隔 24 小时后，进行第 2
次核酸检测。如果入川 72 小时后仍没有
完成两次核酸检测，其天府健康通健康
码将被赋黄码。

答复：常态化疫情防控期间，前往商
场、写字楼等公共场所不需要核酸检测
报告，但市民朋友要自觉做好出示健康
码、扫场所码、戴口罩、测体温、保持一米
线距离等疫情防控措施。除重点人群和
入川即检人员核酸检测按规定进行外，
鼓励广大市民积极响应 7 天进行 1 次核
酸检测的倡导，以提升社会面疫情预警
能力，减低社会面疫情传播风险，共同守
护市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守住来之
不易的防疫成果。

答复：在全市15分钟核酸“采样圈”采
样点基础上，我市将重点在物流园区、货运
停车场、大型批发市场、大型工业园区、办
公楼宇等区域增设固定核酸采样点，并根
据采样需求动态增设点位、增开台位。同
时，根据不同区域采样点服务人群，弹性安
排采样点开放时间。产业园区、办公楼宇、
物流园区、货运停车场、大型批发市场等采
样点开放时间要与相关场所负责机构协商
一致，尽量方便场所内相关人员采样。

答复：目前，我市全域无风险区，市民
朋友可正常出行，离蓉无需核酸检测报告，
但要按目的地城市核酸检测要求执行。

答复：目前，新冠病毒核酸检测单人
单检价格每人份不超过16元，多人混检价
格每人份不超过 3.5 元；新冠病毒抗原检
测总费用每人份不超过6元。

答复：我市将根据疫情形势和专家评
估意见，动态调整常态化核酸监测方式、
范围和频次。 据健康成都官微

1问 为什么要启动常态化核酸监测？

2问
省外来（返）蓉人员扫入川码后进
行核酸检测的具体规定是什么？

3问
启动近期常态化核酸监测后，前
往商场、写字楼等公共场所是否
需要提供48小时核酸检测报告？

4问
我市如何方便“愿检尽检”人群进
行核酸检测？

6问 对核酸检测收费有哪些规定？

7问
近期常态化核酸监测工作持续到
多久？

5问
从成都出发，坐飞机、乘火车是否
需要核酸检测报告？

8月13日8点30分许，随着一架海
南航空包机顺利降落成都天府国际
机场，第五批146名滞留三亚返蓉旅
客安全抵达成都，他们分别来自乐
山、自贡、成都等地。截至目前已近千
名旅客返蓉。

据悉，这是成都两个机场首次同
步运行，对三亚包机航班任务进行保
障，全省21个地（市）州，全市23个区
（市）县共同进行接送保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看
到，乘客乘坐摆渡车出机场，在落
地检环节，航司引导摆渡车抵达机

场外的核酸检测区，工作人员按摆
渡车顺序引导乘客下车进行核酸
检测及流行病学调查。之后，根据
摆渡车下车乘客所在区（市）县顺
序安排接乘客的车辆在联合排查
区道路旁等候。

每个区（市）县派引导员引导乘
客进行核酸检测后上车，之后点对点
将旅客全程闭环转运至目的地。据
悉，旅客将实行“3天居家隔离医学观
察+2天居家健康监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章玲
摄影记者 王效

8月12日晚9时许，成都二环路红牌
楼路口，成都武侯公安分局巡警大队正
设置盘查卡点，对来往可疑车辆、人员
进行仔细盘查。不远的红牌楼北街是有
名的“美食街”，双楠派出所民警对商
家、顾客发放宣传资料，提醒文明饮酒。

为深入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
日行动”，进一步净化社会治安环境，积
极营造安全和谐的社会氛围，8月12日
晚，根据全国公安机关统一行动安排，
成都公安全警出动，深入开展第二次夏
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

成都全市交警结合行动开展夜间突
出交通违法专项整治，在城市主要通道、
农村重要路口布置警力，强力查处酒醉
驾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维护全市
道路交通安全。同时，深入社区院落，结合
路面宣传教育阵地，持续开展交通安全
宣传教育。8月12日当晚至13日凌晨，交警
部门共查处酒醉驾39起，开展宣传教育
1.1万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2万余份。

行动中，全市公安机关以出租房
屋、旅馆等可供留宿过夜场所，城郊结
合部、建筑工地等房屋出租户集中、暂
住人口密集的治安复杂区域，地铁、公
交、大型娱乐商圈等人员密集场所为重
点，通过集中清查和整治，进一步提升
社会面整体见警率和管事率，依法查处
打击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违法犯
罪，全力净化社会治安环境。

此外，公安机关还重点对枪爆危险
物品、寄递物流行业、公共安全隐患、高
层建筑等重点区域全面开展清查整治；
在主要交通路口对可疑车辆、人员、物品
严格开展逢疑必查，持续开展“见警察、
见警灯、见警车”行动；进一步加大对公
共服务娱乐场所集中清查整治，强化对
旅馆业、出租屋、城乡结合部清查整治，
最大限度地挤压违法犯罪空间；加大对
客车、危化物品运输车、运渣车等重点车
辆和酒驾等突出交通违法行为的整治力
度，坚决防止重特大交通事故发生。

同时，全市各级公安机关积极组织
警力深入社区活动中心、公园等群众夜
间纳凉避暑场所，坚持以案说法，加强
疫情防控宣传、安全防范提示，进一步
提升群众自觉守法和自我保护意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成都公安组织开展第二次夏
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

查处酒醉驾39起
开展宣传教育1.1万余人次

8月12日，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
个高温红色预警；截至13日，中央气象
台已连续24天发布高温预警。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计，在未来
一到两周左右，我国南方地区的大范
围高温天气仍将持续，预计18日前后
这种高温天气可能会略有缓解，但后
期这种高温天气将会重新发展。

13日成都也是骄阳似火，上午10时，
成都市气象台对8月11日13时40分发布
的高温红色预警信号进行第2次确认。

成都 /
13日最高气温42.0℃

截止到13日16时，成都市除都江
堰外，其它地方日最高气温均超过
37℃，最高值出现在东部新区42.0℃。
预计未来几天成都以多云间晴为主，
日最高气温在41℃左右居高不下。

成都未来几天：13日晚上到14日白
天多云间晴，傍晚前后有分散阵雨或雷
雨，个别地方大雨，气温25～41℃；14日
晚上到15日白天多云间晴，有分散阵雨
或雷雨，气温25～41℃；15日晚上到16
日白天多云间晴，气温25～41℃。

全国 /
高温综合强度或为1961年来最强

中央气象台预计13日到16日，我
国四川盆地至长江中下游等地将持续
高温天气，高温强度和范围仍处于高
峰期，极端性明显。其中13日，陕西、四
川、重庆、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
苏、上海、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
温可达40～42℃，局地可超过42℃。

数据显示，7 月以来，浙江全省
35℃以上高温日数平均有 31 天，38℃
以上平均16天，均为历史同期最多；重
庆全市平均高温日数达 29.3 天，为
1951 年以来同期第 2 多；上海今年
35℃以上高温日数共 40 天，40℃以上
高温日数为6天。

国家气候中心首席预报员陈丽娟
表示，目前区域性高温过程还没有超
过2013年，但未来两周南方高温天气
仍将持续。根据预测，此次区域性高温
过程持续时间将超过2013年的62天，
成为1961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高温过程，今年高温天气综合强度可
能将为1961年有完整记录以来最强。

四川印发森林草原防灭火紧急通知

离蓉无需核酸检测报告
引导市民就近就便每7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

成都启动近期常态化核酸监测

第五批146名滞留三亚旅客
乘包机抵蓉，全程闭环转运

中央气象台持续24天发布高温预警

成都未来几天日最高温41℃左右

●8月11日志愿者徐先生在南京江心洲
巡江时，发现一只老鹰飞行时坠江，徐先生用
渔网捞起老鹰，并交给警方。经判断，这是一
只黑耳鸢，可能是因为中暑坠落。

●8月11日下午重庆渝北区消防救援支
队接到报警求助，一辆拉载110余头生猪的大
货车停靠在大湾收费站附近，一整车的生猪
有明显中暑迹象。大部分生猪面部和身体发
红，流着口水、喘着大气，有六七头猪已经晕
厥了。消防救援人员接警后用水枪为整车生
猪冲澡降温。

●8月12日，“赤水旅游”公众号发布公告
称，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上游河流河水枯竭，
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景区于8月13日停止运
营。景区一客服人员称，由于最近一直持续高
温，大瀑布的水已经干了，所以就没办法开园
了。赤水大瀑布位于赤水河支流风溪河上游，
是国内丹霞地貌最大、长江流域最大的瀑布。

记者从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了
解到，要进行人工增雨作业，首先要有合适的
条件，要区分人工降雨和人工增雨，通过人为
干预实现降雨要有一定的条件，就是必须有
云。所以，人工增雨，不是凭空降雨。

有云就能顺利增雨？答案：不。即使是天
空中有云，也不是所有的云都能满足增雨条
件。能实现增雨的云，厚度要大于2公里，内部
还要有丰富的过冷水，也就是低于0℃而不结
冰的水，外围还要有水汽补充。向这些满足条
件的云里投放催化剂，就能出现类似于卤水

点豆腐的效果，最终产生降雨。
除了增雨还能做什么？除了影响降雨，

人们通过努力还可以更多干预天气，比如人
工防雹、人工消雾，有些人甚至还向人工消
除台风、抑制雷电发起挑战。这些行为其实
重点和增雨一样，都在于云。也就是说人工
影响天气基本上都是通过改变云的形态来
改变天气。所以，人工影响天气还有个文艺
的名字，叫播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综合新华社、央广网等

彭州市龙门山镇
龙漕沟突发山洪
已造成7人死亡

8月13日，成都市启动了近期常态化核酸监测工作。现就市民朋友聚焦的问题
统一答复，请广大市民朋友自觉落实疫情防控措施，聚力巩固疫情防控成果。

今年夏天有多热今年夏天有多热？？
鹰热晕了、猪热晕厥、瀑布热“枯”了

这么热的天为什么不人工“降雨”消暑？

8月12日，四川省森林草原防灭火
指挥部印发了《关于切实做好当前森林
草原防灭火工作的紧急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对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落
实、源头管控、应急准备等工作进行再
安排再部署。《通知》明确，各地特别是
四川省东部、南部地区，要密切关注森
林草原火险变化，持续加强滚动研判、
短临预报和预警速报，及时发布预警预

报信息。高火险地区巡山护林、“两点一
哨”人员要全员上岗，加强监测巡护和
进山入林检查，严格祭祀、旅游、露营烧
烤等野外用火管理，依法制止和查处违
规野外用火行为。林草、应急、公安等相
关部门要协同配合，突出强化重点目
标、重要设施、重点人群的风险隐患排
查，针对存在的问题抓好整改落实，坚
决守住山、看住人、管住火。

黑耳鸢中暑坠江

工作人员引导返蓉旅客有序转运

13日彭州应急发布关于龙门山镇
龙漕沟8.13突发山洪的最新通报：

8月13日14时37分，彭州市龙门山
镇接到气象预报，辖区有对流云团生
成，将伴有短时强降雨。接报后，龙门山
镇政府立即组织镇村（社区）干部、巡逻
队员及志愿者等力量对辖区内河道沿
线戏水游客进行劝离。15时30分，小鱼
洞社区龙漕沟突发山洪，河道未撤离游
客被卷入山洪。事故发生后，彭州市应
急管理局、公安局、消防大队等部门立
即赴现场开展搜救工作。

彭州市龙门山镇龙漕沟8.13突发
山洪救援最新情况：截至8月13日24时，
经省、市专家组全力救治，8·13突发山
洪灾害3名重伤人员抢救无效死亡。目
前，灾害已造成7人死亡，尚有3名轻伤
者住院观察，生命体征平稳。搜救工作
仍在进行中。 据彭州应急、彭州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