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8月26日12时，本起疫情已报告“17+1”

全市核酸检测点实施混检免费
离蓉需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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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配合疫情防控，8月25日，成
都锦江区成龙路街道多个小区实施
临时管控，香樟社区锦蓉佳苑小区
就在其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昨日
获悉，为全力保障小区居民的生活
物资，社区第一时间在小区大门口
搭建起物资配送集中转运点，配送
员把物资送到中转站，由志愿者清
点消毒后再用购物车转运到货架
上，供居民自取，打通物资配送“最
后一百米”。

“这是2栋805买的蔬菜，这是5栋
802点的外卖。”“3栋303需要牙膏和
卫生纸，我去买。”“这是6栋401老人
急需的药品，请及时送到老人家里
……”8月25日晚7点，锦江区成龙路
街道香樟社区锦蓉佳苑小区周围拉
上了警戒线，入口处搭建起工作台。
大米、鸡蛋、蔬菜、牛奶、酒精、口罩等
各类物资和保障用品源源不断送过
来，小区门口3个蓝色货架上摆得满
满当当，居民下楼取物资，井然有序。

“请把楼栋信息写好，方便居民
来取。”“请问你住在几栋几单元，有
你的外卖，我们帮你登记一下……”

从下午1点到晚上8点，万川勇已经
在物资转运点忙碌了7个小时。

万川勇是锦蓉佳苑小区旁鱼火
锅店的厨师，小区临时管控后，他就
和两位同事自发当起了志愿者，协
助小区转运物资。“社区工作人员太
忙了，就来帮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万川勇说。

到晚上11点过，在小区内外，疾
控人员、公安民警、社区人员、志愿
者依然有条不紊地忙碌着，一切保
障工作都高效有序地运行。

据成龙路街道香樟社区党委书
记刘晓介绍，辖区部分小区实施临
时管控后，为保障好居民的生活物
资供应，社区立即成立了由社区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组成的“内外围”物
资保障组，通过和小区物业密切配
合，无缝衔接，及时将米面油菜等必
需生活物资及时采买配送到位。同
时，社区还积极对这些小区的楼栋住
户开展数据摸排、需求收集、生活服
务等工作，及时掌握每户居民的健
康状况、核酸检测情况及生活需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华宇

图据锦江区融媒体中心

8月26日，成都市文广旅局
陆续发出暂停部分区（市）县跨
省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
的通知，涉及成华区、锦江区。此
前，该局已就做好当前全市文广
旅行业疫情防控工作陆续发出
通知，暂停了成都高新区，青羊
区、简阳市等区（市）县的跨省团
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

通知明确，按照文化和旅游
部《关于加强疫情防控科学精准
实施跨省旅游“熔断”机制的通

知》有关要求，即日起暂停旅行社
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以上区域的
跨省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
务。待无中高风险区后，恢复旅行
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该地的跨
省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业务。

温馨提示：疫情防控常态化
背景下，请各位市民游客出行时
佩戴好口罩，做好自身防护，并
主动出示健康码，配合各地景区
工作人员登记入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8月26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从成都市住建局获
悉，日前，成都市住建局联合12
家主要社会化租房网络平台统
一开展的住房租赁房源权属核
验新规则已上线，一招让虚假
房源现形。

据成都市住建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为进一步督促社会化网
络信息平台落实平台责任，清理
虚假房源，维护良好住房租赁市
场环境，成都市住建局开展了租
赁房源净化专项工作，调动主要
租房网络信息平台积极性，免费
为社会网络信息平台、住房租赁
企业和房地产经纪机构提供房
源权属核验接口服务，共同打造
干净优良的住房租赁市场生态。
截至目前，已有贝壳找房、58同
城、天猫好房等12家网络信息平
台完成了接口对接和房源核验
新规则上线。

那么如何在房源权属核验
功能之下识别虚假房源？

租房先找码
两步可验真

第一步：看标识。在各大社
会化网络平台找房时，先查看
房源是否有核验标志，即是否
取得官方房源核验码。本次新
上线的核验码集合了“数字编
码+二维码”一体展示，具有唯
一编码、实时可查的新功能。如
果是通过核验的房屋，则说明
该房源的发布机构、发布人从
业资格、房屋权属信息都是经
过政府平台验证的，属于真实
可靠的房源，还可实时查看房
源的限制交易信息，掌握房源
真实状态。

第二步：做对比。点击房源
核验码或者手机扫描二维码，将
实时弹出政府官网对该房源的

权属核验信息并展示房源的地
址、面积、查封情况等，租客可将
核验信息与网络平台发布的房
源信息进行对比，如果发现房源
核验信息与发布信息不一致，可
立即向网络平台或住建主管部
门投诉举报。

信息不确定
官网查一查

线下找房的情况下，如果
找房人在线下看好某套出租房
屋，不确定房屋权属信息是否
真实可靠，可登录成都市住建
局打造的官方平台——成都住
房租赁交易服务平台，选择“房
源核验”版块，输入产权相关信
息，则可以核验房屋的地址、面
积、抵押、查封、租赁备案情况。

如果找房人是通过住房租
赁企业或中介机构找房的，可以
先登录成都住房租赁交易服务
平台，选择“找企业”“找中介”版
块，查看一下相关机构是否有官
方备案、从业资格，避开“黑中
介”的“坑”。

此外，成都住房租赁交易
服务平台还专门开设了“个人
房源”版块，全是由个人房东直
接发布的房源信息，不仅保证
房源真实、可租，还省了一笔中
介费用。

与此同时，记者了解到，成
都市、区两级住建部门加大了对
房产经纪类企业违规的处理力
度，对成都筑鑫伟业住房租赁有
限责任公司、四川荣诺诚房地产
经纪有限公司、成都蓉宸宜家房
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等多家违规
企业作出扣减信用分、暂停房源
发布、暂停网签备案的处罚，并
进行了行业通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昨日举行的成都市疫情防
控工作新闻发布会，锦江区委常
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黄婉介绍
了锦江区疫情防控的有关情况。

本次疫情发生后，锦江区
第一时间启动疫情防控应急预
案，紧急封控确诊病例所在小
区，实施确诊病例活动区域终
末消毒、外环境预防性消毒等
防疫措施，并迅速组织开展流
调溯源工作。对成龙路街道9个
社区、三圣街道3个社区（共计
91个小区、11万户、21.6万人）实
施3天临时管控，12名区领导分
别下沉相应社区指导疫情防控
工作，630名党员干部下沉充实
一线，2200余名志愿者踊跃参
与一线防控。

截至8月26日13：30，柳江、
成龙路、三圣、锦华路街道全员
核 酸 检 测 ，累 计 完 成 采 样
24.5469万人次，结果为阴性。同
时，医疗机构、冷链物流、商场超
市、五小行业等重点行业领域核
酸检测2.4124万人，结果均为阴
性；全区91个步行15分钟核酸

“采样圈”点位采样6.4014万人，
结果均为阴性。

辖区内成龙路街道、三圣街
道（喜树路社区、栀子街社区、海
棠路社区）高中风险区以外的小
区院落实施封闭式管理。小区内
居民在严格落实个人防护的前
提下，每天每户可有1人，持有效
身份证件、24小时内核酸阴性证
明以及社区制发的出入卡，按照

“分时有序、分区限流”方式，就
近购买生活物资。

临时管控区域内的教学培
训机构，停止一切线下教育教学

活动，临时管控区域内的中小学
幼儿园，已指导做好线上教学准
备。若开学时尚未解除风控，将
开展线上教学。临时管控区域外
的中小学幼儿园按统一时间正
常开学。对于居住在临时管控区
内，在临时管控区域外上学的学
生，相关学校将开展点对点的线
上教学。目前锦江区各中小学幼
儿园坚持师生及共同居住人，每
日健康监测，各项开学前防疫准
备工作正科学有序进行。

就医用药需求方面，成龙
路街道、三圣街道中高风险区
居民就诊，实行闭环管理，并选
派医护人员驻点值守，提供常
见病、慢性病诊治服务；仅需配
药的居民，由社区工作人员到零
售药房或医疗机构调配后送药
上门；确需外出就医的居民，由
驻点医疗组安排专车送定点医
院就诊，就医结束后专车接回。
除中高风险区外居民确需就医
的，可在居住小区登记后，申领

《就医登记卡》，并出示24小时核
酸检测阴性报告和健康码绿码，

“两点一线”外出到区内医疗机
构就医，就医后尽快返回小区；
此类区域的黄码人员需外出就
医的，到黄码定点救治医院（成
都市第二人民医院、四川锦欣妇
女儿童医院）就诊。

特殊人群服务方面，针对封
控小区中空巢独居老人289人、
残疾人54人、孕产妇153人、高龄
老人93人、透析病人9人等特殊
人群建立台账，安排专人提供一
对一的细致服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王映丹 王拓

8月26日下午，成都市举行疫情
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成都市人民
政府副秘书长、市卫健委主任杨小
广，成都市锦江区区委常委、区政府
常务副区长黄婉，成都市疾控中心
应急办主任范双凤出席发布会，通
报当前疫情防控工作最新情况，并
回答记者提问。

目前所有病例
均与健身房、游泳池有关

杨小广通报，25日成都市锦江区
出现一起新的聚集性疫情，截至26日
12时，该起疫情已报告确诊病例17
例，无症状感染者1例。目前所有病例
均与健身房、游泳池有关，追踪管控
在蓉密接1097人、次密接785人。全市
现有高风险区域5个（均在锦江区），
中风险区域12个（高新区2个、锦江区
5个、青羊区2个、成华区2个、简阳市1
个），低风险区域5个（高新区、锦江
区、青羊区、成华区、简阳市各1个）。

8月以来，全国疫情仍处高位，
形势复杂严峻，成都市作为重要交
通枢纽、西部中心城市，人员交往频
繁，疫情防控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加
大。全市正加强对从西藏、海南、新
疆、青海、重庆、南充等重点地区来
（返）蓉人员排查，8月12日以来已累
计排查40余万人次。各项防控工作
正在有力、有序开展。

随着暑期结束，外地旅游人员及
学生大量返回，国内其他城市本土疫
情输入本市的风险持续增大，全市

“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压力依旧较
大。针对当前面临的疫情防控多重风
险叠加态势，我们将继续压紧压实

“四方责任”，全力以赴落实好各项防
控措施，阻断病毒传播链条。

一是快速做好新发病例处置
“防扩散”。二是严格落实重点地区

来蓉管控“防输入”。严格执行“入川
即检”各项措施，强化社区排查，坚
决把牢输入关口。三是全力保障管
控区域服务“稳民心”。

杨小广表示，25日锦江区、龙泉
驿区加强社会面管控的通告发布
后，得到了全市市民的理解，更得到
了有关区域居民的全力支持与配
合，我们对大家的理解与支持深表
感谢。12345市长公开热线也随时为
市民开通，尽全力为市民排忧解难。

成都全市核酸检测点
昨起实施混检免费

如果在8月18日～25日期间，有
成龙路街道、三圣街道（喜树路社
区、栀子街社区、海棠路社区）旅居
史人员，请主动参加核酸检测并配
合做好相关社区管理。

从8月26日18时起，全市核酸检
测点为市民提供免费混检服务，请
市民朋友通过查询高德地图就近选
择便民核酸采样点进行检测。

来（返）蓉人员必扫“入川码”

杨小广表示，战疫不容迟缓，当
须全力以赴。请省外来（返）蓉人员配
合疫情防控管理，来（返）蓉必扫“入
川码”，主动落实成都市防疫政策，规
范落实隔离、监测等管理措施，抵蓉3
天内完成两次核酸检测，两次结果未
出具前不外出、不聚集。建议从省内
其他城市来（返）蓉人员坚持做好健
康监测，主动在3天内开展两次核酸
检测，如有风险城市旅居史的，一定
要及时向社区、单位报备。

从8月27日18时起，离蓉须提供
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
宇恒 王映丹 王拓

四川：作业面积达6600平方公里

今年7月以来，四川省遭遇持续高
温少雨天气。为缓解旱情，8月25日，中
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联合四川
省气象局、航空工业中航无人机公司、
腾盾无人机公司抢抓有利作业时机，
调用两架大型无人机分别在四川北
部、东南部区域实施人工增雨作业。

当日12时46分，一架航空工业翼
龙-2H无人机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州红原机场起飞，按照任务要
求在机场以南区域执行增雨作业。14
时10分，一架腾盾科创TB-A无人机
从自贡市凤鸣机场起飞，在内江附近
区域开展增雨作业。这架来自四川腾
盾科创股份有限公司的“及时雨”无
人机，按照规划航线在海拔4500～
5000米高度穿云作业2小时30分钟后
安全返回地面，作业及周边区域陆续
实现降水。

截至25日17时，两架无人机累计
飞行6小时20分，作业面积达6600平方
公里。在人工增雨和自然降雨共同作
用下，作业区域出现5～10毫米降水。

连日来，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
气中心与四川省气象局多次召开专
题会商，研究部署飞机、地面作业装
备和技术指导等有关工作。大型无人
机可在复杂地形地貌和气象条件下
开展大范围增雨作业，预计本次天气
过程将持续至8月29日，气象部门将密
切监测气象条件，抢抓有利时机持续
开展人工增雨作业。

全国：飞机人工增雨作业91架次

记者了解到，今年6月以来，我国
长江流域多地高温少雨天气持续，导
致旱情发展迅速。除了8月25日两架大
型无人机分别在四川北部、东南部区
域实施人工增雨作业外，8月17日，国
家气象部门调国家飞机B-3726由内
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白塔机场）转
场至湖北省（襄阳刘集机场）开展抗
旱增雨服务，截至24日，该飞机已经开
展增雨作业6架次。

8月23日下午，国家飞机B-651N
飞机由甘肃省（兰州中川机场）转场
至重庆市（江北机场）开展人工增雨
抗旱服务。该飞机已经开展增雨作业2
架次，第3架次即将起飞。

8月25日，B-3435新舟60国家增
雨飞机由辽宁省（沈阳桃仙机场）转
场至河南省（南阳机场）进行抗旱增
雨服务，目前已飞行作业1架次。

据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
心消息，2022年8月1日～25日，全国共
开展飞机人工增雨作业91架次，累积
飞行260小时；组织地面人影作业1.1
万次，发射高炮炮弹11.6万发、火箭弹
2.5万枚，燃烧地面焰条2000根。

人工增雨飞机
装备了哪些“秘密武器”

值得一提的是，中航无人机公司、
腾盾无人机公司总部均位于成都。执
飞本次任务的“及时雨”无人机，翼展
20.2米、机长11米、机高3.1米，是腾盾

科创基于双尾蝎A无人机平台，为人工
影响天气任务定制开发的专用无人机
系统，配置大气探测设备、焰弹焰条播
撒器、防除冰系统，满载情况下最大航
程6500公里、最大航时30小时、最大升
限9500米。机上搭载的大气探测设备
能够将探测数据实时回传地面指挥中
心，为未来人影作业提供更为科学、准
确、及时和有效的信息支持，对于人工
影响天气实时把握作业时机、实时评
估作业效果具有极强的实战意义。

“及时雨”无人机具有三发动机、
三发电机配置，确保最大可挂载48根
焰条、200发焰弹等催化作业设备以及
高性能防除冰系统，使其具备在复杂
气象条件和复杂地理环境下的冷、暖
云催化作业能力。

据介绍，相较于通航飞机、火箭
弹等，大型无人机实施人工增雨作业
任务，除具有更高的可靠性、安全性
以外，还具有长时间留空、高精度播
撒、高效率降水等优势。

再说一说驰援旱区的新舟60国家
增雨飞机，也装备了各种先进的“秘密
武器”：全套的云物理探测系统，能够实
时获取作业条件；完备的空地传输系
统，可以确保地面指挥人员实时跟踪云
中作业条件，遥控指挥空中探测和作
业，跟踪指挥寻找到最佳催化条件；多
种类适合不同云条件的催化剂，如焰
条、焰弹、液氮、吸湿性粉剂等冷暖云催
化剂等，可以供不同云条件选择催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戴佳佳

□ 离蓉：8月27日18时起，离蓉须提供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
□ 入蓉：来（返）蓉必扫“入川码”，抵蓉3天内完成两次核酸检测
□ 在蓉：8月26日18时起，成都全市核酸检测点实施混检免费

关注市政府新闻办新闻发布会

打通物资配送“最后一百米”
保障居民日常生活所需

成都部分区（市）县暂停
跨省团队旅游和机票+酒店业务

锦江区核酸检测24万余人次
结果均为阴性

临时管控区外的中小学幼儿园按统一时间正常开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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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5日，两架大型
无人机从机场起飞，执行
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
中心联合四川省气象局下
达的人工增雨作业。其中
一架“及时雨”无人机由来
自成都市金牛区的企业
——四川腾盾科创股份有
限公司自主研发。截至当
天17时，两架无人机累计
飞行6小时20分，作业面
积达6600平方公里，作业
区域出现5～10毫米降
水。气象部门预计，本次天
气过程将持续至29日。

防 疫 一 线

如何一招识别虚假房源？

12家租房网络平台
上线房源核验新规

中 国 气 象 局 组 织 无 人 机 支 援 四 川 增 雨

临时管控小区物资配送井然有序

“及时雨”无人机升空作业

航空工业翼龙-2H无人机从
四川红原机场起飞 图据航空工
业中航无人机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