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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排列3和
排列5”第17027期排
列3直选中奖号码：

325，全国中奖注数6166注，单
注奖金1040元；排列5中奖号

码：32532，全国中奖注数54注，
单注奖金10万元。●电脑体育
彩票“七星彩”第17012期开奖
号码：7776852，一等奖1注，每注
奖金5000000元；二等奖7注，每
注奖金56708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
彩票四川联销“3D”
第 2017027期开奖
结果：873，单选547

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0
注，单注奖金 346元，组选 6，
1476注，单注奖金173元。●中
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七乐彩”第2017012期开奖
结果：基本号码：08、12、07、
14、10、19、25，特别号码：03。
一等奖4注，单注奖金299642
元 。二 等 奖 29 注 ，单 注奖金
5904元。奖池累计金额0元。（备
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
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成
都

今日 晴 3.3℃-15.2℃ 南风1-2级
明日 晴 4.5℃-15.5℃ 南风1-2级

（据成都市气象
局官网）

2日21时26分左右，一趟航
班在绵阳机场降落时，在距离地
面300英尺，飞机左侧发现疑似
无人机，于是立即报告塔台。随
即，绵阳机场启动应急预案，机
场公安分局立即对东南段、西北
段进行地面巡查，所有进出港飞
机暂停起降。23时40分，机场起
降恢复正常，23时59分，第一架
出港飞机起飞。

3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获
悉，受此影响，进港的3个航班备
降成都、重庆，出港的5个航班延
误。目前，机场公安分局正在进一
步调查中。

“入侵”
机场惊现发光飞行器

“报告塔台，报告塔台，32号跑
道进近时，距地面高度约300英尺，
距跑道头1海里左右，飞机左侧发
现发光飞行器，且飞机目视距离较
近。”2日21时26分，绵阳机场塔台
收到了正在降落的CA1918航班飞
行员的报告。

3日上午，绵阳民航管理局安
全总监杨军介绍，塔台接到报告
后，立即通知了运行中心，启动了
应急预案，通知了机场公安分局、
净空办、安质部，以及相关局领导。

“CA1918航班飞行员具有丰
富的飞行经验，他在降落过程中
发现了这一情况，而且是用肉眼
看到的，因为飞行器在飞机左侧，
因此该航班顺利降落。”杨军介
绍，随即，绵阳机场启动了应急预
案，为了保证安全，暂停了所有航
班进出港。杨军介绍，虽然飞行器
高度只有300英尺，但出现在进出
港的跑道附近，也就是净空保护
区，一旦与飞机相撞，就极可能出
现机毁人亡的特重大安全事故，
因此不容半点马虎。

影响
3航班备降成渝

从深圳来绵阳游玩的旅客周
先生，2日23时许要乘坐航班到深
圳。22时左右，他乘坐出租车来到
绵阳机场，看到绵阳机场的主要
路口，都有交警在指挥交通，进入
机场候机大厅后，也有民警在现
场维持秩序。

“当时候机大厅等待了很多
旅客，听机场的广播，才知道是航
班延误了。”3日，已经回到深圳的

周先生说，后来，他通过航班信息
表，看到自己前往深圳的航班延
误了一个多小时，“不过，机场也
有很多工作人员在给我们解释原
因，为了安全，大家都很理解。”

绵阳民航管理局安全总监杨
军介绍，情况发生后，绵阳机场公
安分局进行了大范围的地面排
查。当天23时40分，绵阳机场恢复
正常起降，23时59分，第一架出港
飞 机 起 飞 。受 该 情 况 影 响 ，
GX7863 航 班 当 晚 备 降 重 庆 ，
9C8596、DZ6256航班备降成都，
另外还有5个出港航班延误。

排查
发光飞行器疑似无人机

3日上午，绵阳民航管理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根据排查和分析，
2日晚出现在绵阳机场上空的发
光飞行器，疑似无人机。目前，绵
阳机场公安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成都商报记者获悉，绵阳机
场公安分局接到情况通报后，立
即对绵阳机场周边数公里范围进
行了大面积的地面排查，并通知
了塘汛派出所、松垭派出所等进
行协查。“根据规定，跑道两端延
伸20公里，两侧延伸15公里，均为
净空保护区，均禁止无人机、鸽
子、孔明灯等升空物。”绵阳民航
管理局安全总监杨军介绍，升空
物的危害非常大，一旦与飞机相
撞，就可能机毁人亡。

此外，在净空保护区内，黑电
台、固定的GPS也会影响飞行安全，
因为将扰乱地面与飞机的联系，这
就相当于让飞机变成“瞎子”。

新闻链接

公安部：
违规飞行无人机或拘留15日

1月16日，公安部官网发布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
意见稿）》，其中第四十六条规定：
违反国家规定，在低空飞行无人
机、动力伞、三角翼等通用航空
器、航空运动器材，或者升放无人
驾驶自由气球、系留气球等升空
物体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
留；情节较重的，处10日以上15日
以下拘留。

根据公安部官网的信息，该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为1个月，如无
意外1个月后就将通过。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今逢人日，梅蕊飘香。丁酉新年
的杜甫草堂，繁花似锦，春和景明，一
年一度的“人日游草堂”祭拜活动昨
天上午如期举行。

祭杜：阿来任主祭人
“杜甫的一辈子是成都文化的很好说明”

昨天是农历正月初七，恰逢立春
时节，四川省杜甫学会专家学者、省
内各诗人博物馆代表、著名诗人、社
会各界群众齐聚杜甫草堂大雅堂前，
祭拜先贤，缅怀诗圣，传承中华文脉
精神，弘扬民族道德华章。

上午10点，在盛装仪仗的带领
下，伴着古韵悠悠的琴声，庄严肃穆
的祭祀队伍缓缓走向大雅堂。主祭
人，茅盾文学奖得主、四川省作协主
席阿来神情肃穆、庄重地完成净手、
奠帛、诵读祭文等环节；随后，各界群
众在司仪的唱礼声中向诗人塑像三
鞠躬，表达对诗圣杜甫之敬意。

祭拜仪式结束后，阿来第一时间
接受了成都商报记者的专访，他提到，
礼仪作为一种程序性的形式，需要一
种呈现方式，“礼是短暂的，更重要的
则是我们内心对杜甫诗歌精神的向
往。杜甫这一辈子也是对成都这座城

市、城市文化的一个很好说明。”而阿
来诵读的祭文，是他在一个小时内创
作修改好的，其中一句“漫卷诗书去千
里，留此草堂万世名”更是精彩。

品诗：彭志强致敬杜甫
“用诗歌给杜甫画肖像画，是给诗圣立传”

昨日下午2：30，“人日游草堂”
活动的另一项重要内容，《诗歌集

结 号》致 敬 新 诗 百 年 第 九 场 诗 会
——“草堂人日我归来·彭志强致敬
杜甫诗歌品读会”在杜甫草堂博物
馆仰止堂举行。青年诗人彭志强是
成都文学院签约作家，成都市锦江
区作协副主席，成都商报社文化新
闻 部 主 任 。著 有 诗 集《金 沙 物 语》

《草堂物语》。
本场诗歌品读会由成都杜甫草

堂博物馆、《草堂》诗刊社、《星星》诗

刊社、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主
办，星星图书出版中心、《诗歌集结
号》承办。诗会上，四川省作协主席阿
来，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梁平，《星星》
诗刊副主编李自国，成都杜甫草堂博
物馆馆长刘洪上台讲话表示祝贺。活
动正式开始前，彭志强的影视界好友
黄晓明、谭晶、赵丽颖等也纷纷给读
诗会发来祝贺视频。

“用诗歌给杜甫画一幅肖像画，
其实就是给诗圣立传。从小就喜欢
杜甫诗歌的我，就是受杜甫诗歌影
响走上了诗歌创作这条道路。”《草
堂物语》作者彭志强说，“这四年，如
果在成都，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会
泡在杜甫草堂博物馆的茅屋故居等
角落，寻找创作灵感，于是有了这本

《草堂物语》。”
据悉，《草堂物语》既是青年诗人

彭志强研究古蜀国金沙遗址出版《金
沙物语》之后第二部写成都文化遗迹
的诗集，也是研究杜甫在成都草堂时
期的一部现代诗歌传记。而彭志强横
跨十省、万里追寻诗圣杜甫踪迹，考
察创作的杜甫诗歌传记《秋风破》，预
计2017年秋天出版。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谢礼恒
摄影记者 张士博

“人日游草堂”祭拜活动昨日举行，“草堂人日我归来·彭志强致敬杜甫诗歌品读会”同时举行

人日祭杜甫

疑似无人机“入侵”
绵阳机场3航班备降成渝

在商报的曝光中，春节7天假期，
火车站是不打表出租车的高发区。市
交委行政执法总队站前运政稽查大队
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假期里他们
共收到 12345、96110 转来的投诉 120
多条。“北站的 70 多条，东站的 50 多
条，都是投诉出租车的。”

“春的”为何在火车站尤其凶
猛？火车站管委办负责人称，除了客
流量大这个因素之外，执法尴尬也
是让他们头疼的问题。“我们现在能
做的，是维护现场秩序，调解司乘纠
纷，遇到出租车司机随意加价的，我
们只能通报给出租车公司，让他们
去处理。因为我们没有行政执法权。
不管这些问题，是我们失职，管了这
些问题，比如处罚违法违规司机，我
们就违法了。”

火管办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火管
办是事业性常设机构，在机构改革中
划定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性质上
不属于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
事务职能的组织，按照我国“行政处罚
法”，火管办这类机构不具有实施行政
处罚的职权。

火管办的上述工作人员称，前些
年火车站地区运政管理工作采取“委
托执法”模式，“也就是市交委行政执
法总队委托火管办实施范围内道路运
输即客运出租车的执法监督检查、行
政强制、行政处罚工作。这个委托早在
数年前就已经过期了，而且按照现行
法规，以及依法行政的要求，火管办不
具有行政执法资格。”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李秀明
摄影记者 张建

两“春的”司机被调查
承认不打表议价

市交委执法总队正对川ATV745、川ATQ815进行调查取证,两司机将面临1000至5000元的行政处罚

两种办法举报违规出租
索要机打发票或者记住车牌、
上下车时间地点

交委执法总队提醒市民，
只要乘客注意保留证据，遇到
类似情况就投诉，都是“一投诉
一个准”。“所有正规出租车都
装有 GPS 和车载录音，只要乘
客索要机打发票，或者记下车
牌、上下车的时间地点，执法程
序介入取证时，便能准确调出
录音材料。”

昨日，成都商报《“春的凶猛”春节打的不打表 6.7公里收80元》一文，整版报道了春节期间，成都
火车站点、热门景区部分出租车不打表、乱要价的问题。昨日一早，成都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总队的执
法人员就会同交警、经信委的工作人员一起，到春熙路、成都动物园和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三个
客流量大的点位，检查出租车运营状况。

记者获悉，目前，执法总队正在对报道涉及的车牌为川ATV745、川ATQ815的出租汽车进行调
查取证，两位驾驶员将分别面临最高5000元的行政处罚。

昨日下午，川ATV745驾驶员赖
某、川 ATQ815 驾驶员郑某由所属
联众出租汽车公司、绿舟出租汽车
公司负责人带领，来到市交委执法
总队接受调查询问。在证据面前，驾
驶员赖某对 2 月 2 日下午在火车北
站不打表议价的行为供认不讳，驾
驶员郑某也承认 2 月 2 日下午在成
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有不打表议

价、打组合的行为。据了解，根据《成
都市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条例》，出租
汽车驾驶员赖某、郑某将面临 1000
至5000元的行政处罚。

“有《条例》第四十六条八至十
三项情形之一，情节严重的，将暂扣
驾驶员从业资格证5至10日或者对
其从业资格延期注册。”执法总队相
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这些情形就包

括拒载、强迫乘客组合乘坐出租车，
不按规定设置、使用计价器等。

执法总队表示，将实行执法力量
的应急调配，加大对热点景区等客流
聚集点出租汽车的执法力度。“春节
假期结束了，执法不会结束。针对中
心城区客运出租车市场秩序的综合
整治工作，要开展四个月，依法从严
整治行业中各类违法违规问题。”

虽然昨天已是年后首个工作日，
熊猫基地仍是一派节日气象，门庭若
市游人如织。交通执法总队的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他们通过各投诉电话和
成都商报的报道，已经了解到“春的凶
猛”的状况。“春节七天假期，我们收到
多起关于随意涨价、拒载的投诉，目前
正在完善证据，将对确有违法违规行

为的出租车司机进行处罚。”
记者了解到，当天交通执法总队

共有7人到熊猫基地，交警和经信委
各有2人到位，三部门一起对出租车
规范运营进行现场检查、督导。在现
场，执法人员向到达的出租车乘客了
解情况，询问从哪儿出发，大致经过
了哪些路段，有没有正常打表，并请

乘客出示发票以了解该次出行情况。
对于在熊猫基地门前载客出发的，执
法人员会询问乘客司机有无口头加
价，是否答应正常打表计价等。

在执法人员的检查、指挥下，出
租车停车、载客、运营的状况较好。

“到目前没发现有随意加价、拒载的
情况。”

然而，在距离执法人员百余米
外的区域，状况就不乐观了。记者以
乘客的身份询问三辆出租车，三名
司机都表达了不愿打表计价，一名
司机听说了目的地后，以距离太近
为由拒载。

一名出租车司机听说记者要去
熊猫大道地铁站后，回应说：“去前
面坐旅游车辆嘛，2元钱一个人到地

铁站。”记者表示急着走，不愿等待，
司机称他是空车从城里过来，“你就
去坐他们的车嘛，我只跑城里面。”

“那我到春熙路走不走？”“走，50
元。”“不打表吗？”“打表也可以啊，
打表要51、52元才能到……”

2日，从南京到成都来旅游的董
先生、沈女士二人也遭遇了拒载。刚
从熊猫基地出来的他们对记者称，2

日下午5时左右，他俩游完锦里想打
车回市二医院附近的酒店，司机听
了目的地后直接扬长而去，“理都没
理我们，感觉很不爽……”

随后记者又拦下两辆出租车，
表示想乘车到春熙路，司机都直接
回复：“50元，走嘛”。记者进而询问
是否打表，司机都不置可否，招呼记
者先上车再说。

接受调查

执法人员在场时 出租车秩序良好

执法人员视线外 记者问了三辆都“一口价”

两“春的”司机面临最高5000元罚款

整治“春的”

百余米外

执法空白

“火管办”：
不管是失职
管了是违法

提醒

2月3日，成都熊猫基地，交委执法人员对营运出租车进行检查

2月3日，“人日游草堂”祭拜活动，阿来担任主祭人

今年的大年初二，80岁的妹
妹许兴义再次在故土成都看到亲
姐姐许兴玉，距离上一次见面已
经相隔32年。

1963年，26岁的许兴义跟随

丈夫到贵州生活，与留在成都的
姐姐许兴玉分开。谁也没想到，这
一别几乎就是小半个世纪，除了
1985年短暂地回成都探过亲外，
姐妹俩已有32年未曾见面。期间，
许兴义写过信、打过电话，因为地
址变迁都没了下文。

大年初二早上7点，一行10人
到达许兴义以前居住的衣冠庙，
岁月变迁，曾经的泥巴堆变成了
柏油路，通过许兴义记得的家属
名字，在当地街道办的帮助下，查
到姐姐许兴玉的电话，“打电话过
去，结果对方以为是骗子，把电话
挂了。”无奈之下，一行人找到了
附近派出所寻求帮助。

“我们确认双方身份后，给当
事人打去电话。”成华区公安分局
二仙桥派出所民警蒋伟说。警方
将一行人送往了许兴玉的家里。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阔别32年 姐妹俩终团圆

姐姐许兴玉（左）和妹妹许兴义（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