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
国联销“排列 3和排列 5”第
16332期排列3直选中奖号码：

445，全国中奖注数7570注，单注奖金
1040元；排列5中奖号码：44515，全国中
奖注数21注，单注奖金10万元。●电脑型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16143期开奖结果：
6171952，一等奖3注，每注奖额500万元。
二 等 奖 24 注 ，每 注 奖 额 12026 元 。
13883061.4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四川联销“3D”第2016332期
开奖结果：776，单选852注，单

注奖金1040元，组选3，905注，单注奖金
346元，组选6，0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
色球”第2016142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
码：21、30、10、23、01、17，蓝色球号码：12。
一等奖11注，单注奖金6818174元，其中：
一等奖复式投注4注，11818174（含派奖
5000000元）。二等奖85注，单注奖金294116
元。其中：六等奖复式投注6418066注，10（含
派奖5元）。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
1025247212元，下期一等奖派奖金额
59999972 元 。六 等 奖 派 奖 奖 金 余 额
46707280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
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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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何时才能
破霾？昨日的专家会
商预判，未来72小时
气象扩散条件持续偏
差，污染物积累过程
持续，空气质量持续
中度至重度污染，形
势不容乐观。目前，成
都已经全面落实强制
减排措施，51户企业
继续停产，若污染加
重，市政府将实施更
加严格的临时性应对
措施，包括停止工地
土石方作业、工业企
业减产停产、车辆限
行等。

都江堰
为啥蓝天白云？

4日，成都，市区高楼
隐于雾中，公交车速度大
幅减慢，双流机场也关闭
了10小时。然而，从浓雾
掩盖的市区出城不远，竟
然遇上蓝天白云，这是成
都商报记者昨日的亲历。

开车到郫县境内时，
雾气渐渐散去，能见度明
显高了不少，到了都江堰
境内过了崇义收费站，明
晃晃的阳光扑面而来，蓝
蓝的天出现在眼前，顿时
感觉自己的视力都变好
了。到了都江堰滨江新
区，下了车，看到路边的
几棵银杏树，暖暖阳光透
过金灿灿的银杏叶投射
到脸上，天空也是蓝得没
有杂质。不少市民也携家
带口到都江堰景区、南桥
广场、离堆公园及附近门
口的绿地休闲晒太阳。

“距离那么近，为什
么差距这么大呢？”大家
有了疑问。

成都市气象局天气
预报工程师李愉表示，都
江堰、平乐等地的好天
气，主要跟当地靠山的地
理环境息息相关。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实习记者 戴佳佳

公务员考试 写“我看公招”
近20万人昨日参加省公务员考试，

竞争最大职位519：1

昨日，四川省公务员招录考试开考，全省
近20万人应考。

记者了解到，此次省考考试项目包括
2016年下半年全省公安机关考试录用公务
员（人民警察）、2016年下半年全省监狱戒毒
系统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2016年下半年部
分市（州）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考试三大类。
应考人数与录用名额之比为28：1。

竞争激烈 一职位考录比519：1

记者从四川省人事考试指挥中心获悉，
本次考试应考人数总共196813人，共设招考
职位3163个，拟录用名额6930人，应考人数
与录用名额之比为28：1。

报考人数最多的职位是四川省公安厅高
速公路公安局执法勤务（交通巡逻二）职位，共
2013人报考，不过该职位录用名额为186人。竞
争最激烈的职位是德阳市社会保险局审计稽核
科业务管理职位，报考519人，录用名额仅1人。

据四川省人事考试指挥中心相关负责
人介绍，全省共设考区22个，其中，市州21
个，省直1个，应考人数最多的是省直考区，
共计22340人。据统计，省直考区上午4388人
缺考，下午4424人缺考。

有点意外 申论考“诚信考试”

昨日上午9点到11点，是行测考试；下午
2点到4点半，考申论科目。昨日下午4点半，
在四川省人事考试指挥中心考点，走出考场
的余同学面带微笑，她觉得自己考得不错。

据她回忆，行测是100道选择题，难度不
低，这次涉及到的时事热点不多。但申论题
目让她很意外，“考的是‘诚信考试’”。

她告诉记者，申论给了多段材料，“其中
一段是讲一个考生公招考试考前买答案，考
试作弊不诚信；还有一段是讲另一考生公招
报名时报名资料信息造假，也是不诚信”，副
题是“我看公务员招录考试”。余同学称，她
在写作中除了围绕公招的公平诚信展开议
论，还延伸到了国家诚信、社会诚信。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今日
尾号
限行 1 6

公益电影进影院信息
12月7日、12月11日以下影院将放映

《最萌身高差》：
成都太平洋电影城（（旗舰店 96 括号

内数字为放映座位数，下同）、成都王府井电
影城（163）、成都太平洋影城（川师店 70）、
万达影城（锦华店 96）、四川峨影1958电影
城（256）、成都新城市影城（141）、和平电影院
（244）、成都金沙紫荆电影城（120）、成都沙湾
紫荆影城（89）、成都万达影城（金牛店 122）、
东方世纪影城（216）、成都太平洋电影城（武
侯店 75）、星美学府影城（87）、成都新时代电
影城（高塔旗舰店 205）、影立方773IMAX影
城（118）、成都万达电影城（成华店 151）、成
都紫荆电影城（129）、蜀西紫荆影城（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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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空气不来 阳光可待
未来三天没有强冷空气来袭，本地

气象条件不利于雾霾扩散；预计今天白
天多云为主，早上部分地方有雾出现。
之后两天以多云间晴为主。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成都 今日
晴 2.2℃～13.2℃
北风1～2级
明日
晴 2℃～15.3℃
北风 1～2级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中度污染
AQI指数：136～148

温馨提示:心脏病和肺病患者症状显
著加剧，运动耐受力降低，健康人群普遍
出现症状。儿童、老年人及心脏病、肺病患
者应停留在室内，停止户外运动，一般人
群减少户外运动。（据成都市环保局）

能见度为何这么低？
雾和霾都在作怪

昨日，成都人的朋友圈被一张
张“雾里看花”的图片刷屏了，能见
度为什么这么低？气象、环保专家
分析，这是受到了雾和霾共同作用
后形成的。成都市环科院专家告诉
记者，雾蒙蒙的天气是空气能见度
损失的现象，呈现出雾和霾两种形
式。是雾还是霾则需要通过空气湿
度来判断。

“昨日我市空气相对湿度保持
在90%～100%，风速较小，几乎处
于静风状态，因此一整天雾都难以
消散，到下午，随气温升高，能见度
有所提高！”成都市气象台相关专
家表示。

而为何判断还是有霾呢？专家
说，判断是否出现霾有3个标准
——能见度小于3000米，且相对湿
度<80%；能见度小于3000米，相对
湿 度 ≥80% ，115 微 克/立 方 米 <
PM2.5≤150微克/立方米；能见度
小于5000米，150微克/立方米<
PM2.5≤250微克/立方米。而昨日
随着PM2.5数值的变化，我市情况
符合后两个标准。

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上午9
时，成都AQI指数为137，为轻度污
染，周边城市同时段的AQI指数
分别为绵阳166、德阳188、眉山
159、乐山145，全部为轻度污染。
但由于风速小，气象扩散条件差，
污染物不能有效扩散，盆地多个

城市开始雾转霾，截至16时，成都
为重度污染，德阳、绵阳、乐山、眉
山为中度污染。

若污染加重
将停产企业、限行车辆

“从全省情况来看，4～10日，
污染累积加重，呈持续区域性污
染，其中盆地西部和南部局部城
市可能出现中度至重度污染。”记
者从昨日上午举行的空气质量会
商会上获悉，来势汹汹的雾霾已
经覆盖京津冀地区、山东、河南、
湖北、湖南以及成渝地区，未来72
小时成都的气象扩散条件持续偏
差，污染物积累过程持续，空气质
量持续中度至重度污染，形势不
容乐观。

参加空气污染专家会商的专
家表示，4日早晨有雾，风速较小，
层结稳定，气象扩散条件为差；5日
前后将有一次弱冷空气影响，冷空
气强度较弱，持续时间较短，风速
略有增大，降水不明显，扩散条件
略有转好，为中度污染；6日之后到
中旬一直维持晴好天气，扩散条件
开始转差，为中度至重度污染。

据悉，成都市环保、气象部门
将加强空气污染趋势分析和空气
质量预测预报，若污染加重，市
政府将实施更加严格的临时性应
对措施，包括停止工地土石方作
业、工业企业减产停产、车辆限
行等。

昨日，省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
部办公室已加大力量赴绵阳、内
江、泸州和自贡等市开展重污染天
气应急和应对措施落实情况明察
暗访，对成都、德阳、宜宾等重点区
域进行了再督查。

同时，为有效应对此轮重污染
天气，从3日晚上至4日下午，成都
各级各部门积极响应重污染天气
三级应急预警，全面落实强制减排
措施。其中，市城管委（扬尘办）共
检查工地949个次，查处违规工地
32个次，取缔露天烧烤406个次，并
查处违规运渣车55台次。

市经信委组织各区（市）县工
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继续强化对
水泥、钢铁、化工等69户重点行业
企业的环保监管力度，安排专人值

班，确保企业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
行。纳入今年淘汰落后产能任务的
钢铁、化工、建材等行业的51户企
业继续停产。纳入重污染天气限产
减排名单的企业环保设施均正常
运行，其中，国电金堂低负荷运行；
大邑显明西岭水泥有限公司停产。
同时，还有部分企业减产、停产。

市环保局检查涉气企业176
家，提出限产要求17家，提出停产
要求4家。市环保局督查组共派出2
个督察组6人对锦江区、成华区、双
流区、高新区、天府新区开展督查，
共发现扬尘问题4处。

目前，市国土资源局、市公安
局、市园林局、市农委、市水务局、
市气象局均展开了大力度的督查
工作。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释|疑|

查处违规工地32个
次，取缔露天烧烤406个
次，查处违规运渣车55台
次；51户企业继续停产；17
家涉气企业限产，4家停产；
发现扬尘问题4处……

若污染加重，市政府将
实施更加严格的措施，包括
停止工地土石方作业、工业
企业减产停产、车辆限行等

成都
行动

昨日能见度低超级大雾
袭击四川

成都51户企业
继续停产

强制减排

成都机场关闭10小时 2万人滞留机场

出港航班大量延误
进港航班天空打旋旋

记者昨日从成都双流国际机
场获悉，由于遭遇近年来最严重
浓雾天气袭击，机场从昨晨1：30
开始关闭，并发布大面积航班延
误红色预警，直至11：43才开始恢
复航班运行，机场滞留旅客人数
达2万人次以上。昨日15：23，机场
全面解除大面积航班预警，但取
消航班数量仍在不断增加。

据了解，这场浓雾发生于昨
日凌晨的1：30左右，昨日6：30，
成都机场能见度仅有10米左右，
两条跑道都处于停航关闭中。

成 都 机 场 昨 日 计 划 安 排
931个航班。东跑道在关闭10个
小时后，于11：43恢复航班运
行，但能见度只能满足启动二
类盲降系统的航班飞行，航班
也需拉大间距起降，运行效率
低下，截至12：20，仅放行起飞
24个航班。截至15时30分，机
场已取消航班58架次，由于大

雾仍在持续，航班取消数量还
在增加。截至记者发稿时，昨晨
备降其他机场的35个航班还未
全部返回本场，现在候机楼滞留
的旅客人数仍然居高不下，有大
约2万人左右。

昨天凌晨和上午成都出港
航班大面积延误，进港航班一直
在天空打旋旋。川航从莫斯科飞
来的3U610航班，在成都上空差
不多转了10圈终于落了地，5806
公里的飞行里程，延误了1小时
38分钟。

浓雾天气发生后，成都机
场立即采取应急补救措施，在
家休假及倒班轮休的员工全部
放弃休息，投入滞留旅客的服
务保障中。进入冬季大雾天气频
繁，机场方面请乘机旅客注意天
气信息，并早做安排及打算，以
免耽误出行。成都商报记者 胡
沛 摄影记者 王勤

浓雾
影响

昨日，双流机场，大雾造成航班延误，旅客滞留

昨日一大早昨日一大早，，一场超级大雾袭击了四川多个城市一场超级大雾袭击了四川多个城市，，不少人惊呼不少人惊呼：：
雾霾这么浓厚了吗雾霾这么浓厚了吗？？专家解释专家解释，，其实这是受到了雾和霾的共同作用其实这是受到了雾和霾的共同作用。。
监测数据显示监测数据显示，，截至上午截至上午99时时，，成都成都AQIAQI指数为指数为137137，，为轻度污染为轻度污染，，周边周边
城市如绵阳城市如绵阳、、德阳德阳、、眉山眉山、、乐山虽同为轻度污染乐山虽同为轻度污染，，但同时段的但同时段的AQIAQI指数指数
均高于成都均高于成都。。由于风速小由于风速小，，气象扩散条件差气象扩散条件差，，污染物不能有效扩散污染物不能有效扩散，，
成都成都、、德阳德阳、、绵阳绵阳、、乐山乐山、、眉山等城市在下午转为中度污染眉山等城市在下午转为中度污染。。

为何是雾？
成都市环科院专家：

雾蒙蒙的天气是空气能见度损失的现象，呈现出雾
和霾两种形式。是雾还是霾则需要通过空气湿度来判断。

成都市气象台专家：
“昨日我市空气相对湿度保持在90%~100%，风

速较小，几乎处于静风状态，因此一整天雾都难以消
散，到下午，随气温升高，能见度有所提高！”

何时有霾？
判断是否出现霾有3个标准

1 能见度小于3000米，且相对湿度<80%
2 能见度小于3000米，相对湿度≥80%

115微克/立方米<PM2.5≤150微克/立方米
3 能见度小于5000米，

150微克/立方米<PM2.5≤250微克/立方米

昨日，一组由 AirVisual 软件
发布的世界城市空气污染指数
排名在朋友圈获得不少转发。然
而，大家在转发的同时，有没有
这样一些疑问呢，这些数据从何
而来、怎样测算得出、是否权威
呢？对于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
市级权威部门。

据介绍，近日，从全国情况来
看，我国已出现大范围区域性空气
污染，污染已覆盖京津冀地区、山
东、河南、湖北、湖南以及成渝地
区。根据国家环境监测总站官方网
站上公布的全国74个重点城市空
气质量数据排行显示（最终数据以
国家环境监测总站审核后的为
准），12月2日，成都空气质量AQI
日均指数为 201，排名全国 66（倒
数第 9），当日乌鲁木齐 AQI 日均
指数为 347，排名全国 74（倒数第
1）。12 月 3 日，成都启动重污染三
级预警以后，空气质量日均AQI指
数为 182，排名全国 61（倒数第 14
名），当日石家庄AQI日均指数为
500，排名全国74（倒数第1）。

该部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AirVisual 是一个美国公司的应用
软件，默认显示北上广以及成都的
空气质量，国内其他城市需手动添
加进去才能显示。而在其昨日发布

的、成都排名第三的全球空气污染
城市排行榜中，显示的成都AQI指
数实为 12 月 2 日 13 时小时数据，
且仅收录全球 64 个城市数据，中
国境内也只收录北上广和成都几
个城市的数据，因此，这个排行中
的数据是不完整的、不具代表性
的，城市排名也是不可靠的，成都
空气污染指数世界第三的消息自
然也是谣言。

成都商报记者

/ 新闻链接 /

文中所列全国74个重点城市
为全国首批执行2012年环境空气
质量新标准的城市，包括北京、天
津、石家庄、唐山、秦皇岛、邯郸、邢
台、保定、张家口、承德、沧州、廊
坊、衡水、太原、呼和浩特、沈阳、大
连、长春、哈尔滨、上海、南京、无
锡、徐州、常州、苏州、南通、连云
港、淮安、盐城、扬州、镇江、泰 州、
宿迁、杭州、宁波、温州、嘉兴、湖
州、绍兴、金华、衢州、舟山、台州、
丽水、合肥、福州、厦门、南昌、济
南、青岛、郑州、武汉、长沙、广州、
深圳、珠海、佛山、江门、肇庆、惠
州、东莞、中山、南宁、海口、重庆、
成都、贵阳、昆明、拉萨、西安、兰
州、西宁、银川、乌鲁木齐。

成都空气污染指数
世界第三？

官方回应：谣言！

昨日，都江堰阳光明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