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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多云间晴5℃~15℃ 南风1～2级
明日 多云间晴4℃~15℃ 南风1~2级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成
都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
“3D”第2017349期开奖结果：537。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

乐彩”第2017150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17
22 24 02 29 13 30，特别号码：19。（备注：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销“排
列3和排列5”第17349期排列3直选
中奖号码：156；排列5中奖号码：
15628。●电脑体育彩票“七星彩”第
17150期开奖号码：4265046。

继腾讯、京东联手入股永辉超市后，
永辉超市（601933）12月22日晚间公告，为
共享互利、合作共赢，公司董事会同意以
5.80元/股作价受让红旗连锁（002697）实
际控制人曹世如、股东曹曾俊所持有的红
旗连锁股份共16320万股（占其总股本
12%），并授权签署有关股份购买协议。

永辉超市称，上述交易总价为94656
万元。同时，公司同意与红旗连锁签订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保持战略协同。红旗连锁停牌前股
价为6.38元，转让价约为停牌前的9折。

红旗连锁副董事长曹曾俊昨日在接
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红旗连锁股
份转让前，董事长曹世如持有42.48%的股
份，转让12%后，仍持有30%以上的股份，
仍为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相关公告将在红
旗连锁正式与永辉超市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股票复牌后公布。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吴丹若

牙缺失的现象越来越常见，特别是
“老掉牙”。放任不管，会导致牙齿功能退
化和消化系统的衰弱。如邻牙松动、牙周
病、龋齿、影响面部美观和发音正常，咀嚼
减少还会影响胃肠蠕动。重视牙齿健康，
更能拥有健康长寿的生命。春节将至，别
放任老掉牙不管哟，为了让老年人过一个
好年，我们为缺牙的老年人带来福利了！

年关将近，12月免费口腔普查：
市民免费检查牙齿：牙缺失、牙松动、

活动假牙不适、烤瓷牙失败、牙不齐、牙痛
等均可申请免费口腔检查，市民可拨
028-69982575报名咨询！

报名体验，即可获得以下福利：
1、6项常规费用1200元全免。（含挂

号、拍片检查、CBCT检查、医生会诊、方
案设计、复诊检查）

2、活动义齿皆可享受8折优惠，最低
784元起；

3、以旧换新，活动义齿可抵扣金额
500，同时治疗享受8折优惠；

4、免费领取假牙清洁片；
5、种植牙特惠，做种植牙送牙冠。
（每周限额30名免费体验者）
缺牙怎么办？义齿和种植牙随你挑：
活动义齿能自行摘戴、易于清洗，发

生折断或天然牙陆续缺失也便于修理和
增补，并且备牙周期短，一周即可用牙；种
植牙稳固、咀嚼性好、美观舒适、不伤邻
牙。总之找正规机构的专业口腔医生进行
咨询，针对患者的情况，量身制定的诊疗
方案才是更优方案。

为普及口腔健康知识，提高口腔保健意
识，让广大市民过个好年，特开设免费口腔检
查，一口好牙，开心过大年！

报名健康热线：028-69982575

留置取代“两规”，监察机关将
独立行使监察权。12月22日，监察
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提请十
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
会议二审。

四种情况可依法留置

草案规定，如果被调查人涉嫌
贪污贿赂、失职渎职等严重职务违
法或职务犯罪，监察机关已经掌握
其部分违法犯罪事实及证据，仍有
重要问题需要进一步调查，并存在
四种情况之一的，经监察机关依法
审批，可以将其留置在特定场所。

这四种情况包括涉及案情重大、复
杂的；可能逃跑、自杀的；可能串供
或伪造、隐匿、毁灭证据的；可能有
其他妨碍调查行为的。

留置措施的规范性，也在草案
中得以体现。草案增加相应规定，
留置场所设置和管理依照国家有
关规定执行。如果监察机关发现采
取留置措施不当的，应当及时解
除。草案还规定，采取留置措施后，
除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
人作证或串供等有碍调查情形的，
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留
置人员所在单位和家属。

冻结财产查明三日内退还

为了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利，
草案增加相应规定。草案提到，监
察机关调查涉嫌贪污贿赂、失职渎
职等严重职务违法或职务犯罪，根
据工作需要，可以依照规定查询、
冻结涉案单位和个人的存款、汇
款、债券、股票、基金份额等财产。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而冻结
财产经查明与案件无关的，应在三
日内解除冻结，予以退还。此外，搜
查时，应出具搜查证件，并有被搜
查人或其家属等见证人在场。

12月14日18时左右，乐山31岁女子王
某欣外出至嘉州绿心公园散步后失踪。12
月22日，成都商报记者从王某欣家属处获
悉：警方已经通知他们，王某欣已遇害，且
遗体已经找到。

据乐山市中区警方通报，12月16日凌
晨0时20分，乐山市中区居民王某到市中
区公安分局人民西路派出所报警称：自己
的女儿王某欣于2017年12月14日18时左
右，从自己家中外出至绿心路绿道散步，
一直未归。

据王某欣的父母介绍，他们老两口是
五通桥区牛华镇人，王某欣是家中独女，
2009年毕业后应聘到乐山的一所高校工
作，从事成人教育招生。

乐山嘉州绿心公园位于乐山城市中
心，5年前修建了10.16公里绿心环线，成
为了当地市民、外地游客休闲健身的好去
处。2017年，因为城市发展需要，绿心公园
开始实施绿色生态整治工程，对绿心内
1488户村民全部实施生态搬迁。王某欣失
联事件后，绿心公园原居民生态搬迁后的

“真空期”引起了乐山警方的高度重视。
据乐山市公安局最新通报，该案系抢

劫杀人，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抓获归案。
案件在进一步审理中。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永辉超市拟9亿买下
红旗连锁12%股份

乐山女子公园散步遇害
嫌疑人被抓获

12月，老年人免费口腔检查
一口好牙开心过大年！

监察法（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

留置24小时内应通知单位和家属

21日下午，郫都区一小区，一只
受伤严重到体无完肤、生命危在旦
夕的金毛犬刷爆了朋友圈，图片惨
烈得让许多人不忍心直视。为了救
治这只金毛犬，热心的网友自发发
起了众筹，许多爱心人士带着自家
大型犬到医院为严重失血的金毛犬
献血，线上线下短短数个小时筹款
就超过了20万。经过一夜抢救，尽管
情况一度好转，22日7点左右，金毛
犬仍因抢救无效死亡。

受伤之重 动物医生称头回见

21日下午3点半左右，郫都区一小
区地下车库发现了一只严重受伤的金
毛犬，浑身上下都是伤口，引来了小区许
多业主围观。和同事将金毛犬从地下
车库抬出的小区保安韩中富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下午3点半左右，小区的
保洁说在车库听到了狗叫声，他和同
事前去查看，在二栋的电梯口、摆放
着垃圾桶的位置，发现了一个箱子和
口袋，传出了微弱的狗叫声，因为情
况不明，两人先用一根长木棍挑开口
袋，这才发现，是一只浑身是伤的狗，
木棍的一端还沾上血迹。

一位网名“姐姐”的热心人将受
伤金毛送到了附近的美联动物医院，
同时，得知情况的志愿者也赶往动物
医院。“头骨几乎完全裸露，身上大大
小小的刀伤多达几十处；骨瘦如柴，
严重失血，严重脱水，并伴有低血糖
症状，体温仅36度。”乔伟说，这是动
物医院做出的诊断，尽管参与了多年
的动物救助，但看到这只受伤金毛
时，也实在是不忍心，他说，这是自己

遇到过的情况最糟糕的狗。

一夜之间 网友筹款超20万

医生给金毛犬剃光了毛后发
现，小狗全身布满了1厘米左右的刀
伤，“最严重的是头部，头骨几乎全
部裸露，此外，背部也有一处脊椎骨
裸露。左耳3刀，右耳2刀，耳根的刀
伤更多。身上刀伤总共有七八十处，
或者更多。根据刀口推测，划伤金毛
犬的刀具应该是市面上常见的美工
刀，口径小、刀片锋利。这只金毛犬
不到一岁，体重仅30斤，比正常的金
毛犬轻了一倍，可以说骨瘦如柴。

“发现它失血太严重了，需要输
血。”四川启明动物保护中心负责人
乔伟说，他也记不清是谁先发了消
息，但金毛犬被发现后，迅速地在朋
友圈引起了关注和不断地转发，很
快就有热心人带着大型犬来给受伤
金毛献血。“大约二三十只吧，因为
到凌晨一两点都还有人来。”中心工
作人员图图说，最终只抽取了一只
金毛犬的100cc血液。

“一开始我们是没打算筹款
的。”乔伟说，但因为四面八方的来
款很多，光是现场的工作人员、医生
的微信就陆续收到三四万，网络上
也疑似出现了趁机骗钱的情况，只
得紧急开通了中心用于接收善款的
淘宝店铺和微店途径，“因为这个方
式都是直接进入官方账户，不经过
私人。”乔伟说，本来只放了1000份，
预计足够金毛犬的治疗费用，但善
款仍在源源不断，非常多人打来电
话询问为什么不能购买了，甚至还

有在国外的华人发来微信，要求开
放购买渠道。22日凌晨1点，启明动
物保护中心的官方微博就发布了善
款超过20万元的消息，并不断在发
布金毛犬救治的情况。

经过抢救，金毛犬一度体温上
升，情况好转，就在大家以为可以松
口气的时候，22日凌晨7点左右，金
毛犬病情恶化，因伤口太多导致感
染，多器官衰竭抢救无效死亡。

四川启明动物保护中心的工作
人员图图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因为
金毛犬去世，整个救治的费用其实
只有1000多元。中心官方的微店和
淘宝都还没发货，如果捐款者认为
是定向捐给金毛犬的，可直接点击
退款。如果是直接发的红包，可直接
联系收款人退款。如果没有申请退
款，剩下的捐款就将用于中心救助
的其他流浪动物。

凶手之问 警方介入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跟随保安韩中富
前往了金毛犬被发现的地下车库，
在垃圾桶旁还看到了保安曾用过的
沾上血的木棍。韩中富告诉记者，这
里是监控盲区，电梯里的监控也坏
了。对此，成都商报记者在小区物业
管理中心得到了证实，因为刚好处
于新旧物业交替，新物业12月1日刚
刚入场。小区物业在22日得知消息
后，也正在配合警方的处理。郫都区
和平街派出所回复表示，确实接到
了该事件的报警，目前，警方正在调
查中。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戴佳佳

一个榜样就是一座丰碑，一个
典型就是一面旗帜。12月22日，由天
府新区党群工作部主办，华阳街道党
工委办事处承办的“天府好人暨华阳
街道第二届优秀市民”颁奖盛典盛大
开启。50名“天府好人暨华阳街道第
二届优秀市民”名单揭晓，让现场所
有来宾一起感受身边的榜样力量。

展现优秀市民故事
感受身边榜样力量

当晚7时许，武警学院大礼堂
内1000余个座位座无虚席。颁奖典
礼通过视频展播、现场访谈、情景
剧等形式，依次介绍了华阳第二届
优秀市民代表的感人故事。

整台晚会分为四个篇章。在第
一篇章“最美城市建设者”表彰中，
吕宗伟和彭倍作为获奖者代表登上
舞台，分享了自己的工作感悟。吕宗
伟是华阳街道城市管理办公室环卫
科长，他笑着说，之前他的工作是负
责为社区居民解难题，处理小区矛
盾纠纷等社区服务工作，如今主管
环卫工作，都是些“难啃的骨头”，然
而吕宗伟却总能用智慧和责任心把
每一个难做的工作做好。彭倍则是
四川阿泰因机器人智能装备有限公
司董事长，他创造和生产出的智能
机器人已经运用到很多行业，改变
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不管是吕宗
伟还是彭倍，他们作为这个城市的
建设者，分散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
落，他们用自己辛勤的劳动为华阳
的建设添砖加瓦，以不分昼夜的敬

业精神勾勒最美的城市形象。
在第二篇章“最美的城市守护

者”，让现场观众切身感受到每一
个守护者的温暖和力量。他们当
中，有天寒地冻依然坚守岗位的天
府新区公安分局治安支队巡警大
队四中队中队长马驰，有风驰电掣
奔驰在救人现场的天府新区人民
医院120救护车驾驶员汪辉龙，还
有爱岗敬业的人类灵魂工程师、天
府四小的校长陈刚……

家风，是一个家庭的传统风尚，
是每个人立身做人的行为准则，是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的现代传习。近年
来，华阳以家风家教弘扬了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骨干，促进了社区邻里和谐
发展。在第三篇章“最美家风传承者”
中，就生动展示了华阳街道五名孝老
爱亲、崇德向善的华阳好儿女，他们
是“创新创造、时尚优雅、乐观包容、
友善公益”天府文化的传承者，是城
市精神的时代引领者。

社区服务者遍布了这个城市

大大小小的社区，他们从事着最不
起眼的工作，却在细小处改变着这
个城市的容貌，在第四篇章“最美
社区服务者”中，带着我们认识了
身边的这一群可爱的人：他们有华
阳街道祥龙社区，也有居民小组
长、楼栋长（街长）和物业的工作人
员，他们走街串巷、知晓家长里短，
有的扎根社区，一干就是一辈子，
拉近了邻里，温暖了社区。

华阳优秀市民
延续古蜀文化传递道德力量

据了解，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大精神，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
范引领作用，扩大道德模范评选表
彰群众基础，今年10月，华阳街道
牵头组织开展了华阳街道第二届

“优秀市民”评选活动。
经过层层推荐和初选评审，

194余位参选人成为“华阳优秀市
民”候选人，并接受网络投票。截止

12月12日网络投票通道关闭以来，
展示各候选人优秀事迹的投票网
站浏览量已经达到1152万次，总投
票次数达到近70万次。

最终评选出的50名华阳“优秀
市民”，有创新创业的优秀科技人
才、四川阿泰因机器人智能装备有
限公司董事长彭倍，他的科研创造
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有心系
群众共建美好家园的社区服务者赵
锡建、王燕；有救死扶伤的医护工作
者汪辉龙、何叶；有成都市残疾人自
强模范蒋财国，也有为了教育事业
殚精竭虑的天府四小校长陈刚、华
阳二江寺社区幼儿园园长游泳……
更多的还是那些立足于本职，在自
己的岗位上用真诚和努力贡献着绵
薄之力的普通市民。他们用自己切
身的经历为我们展现了华阳市民爱
岗敬业、诚实守信、见义勇为、孝老
爱亲、助人为乐等宝贵品质。

“我们希望通过优秀市民评选
这样的活动，传承古蜀广都文化，发

展现代天府文化。”华阳街道党工委
负责同志说，2015年，华阳街道开展
了“第一届优秀市民”评选，涌现了为
居民守好美好家园的物业服务人员
付学英、坚持为居民做好事的郭世
元、发挥余热为社会为人民服务的勤
务兵马玉荣、拾金不昧环卫工人秦天
林等等，今天，华阳第二届优秀市民
评选也圆满落幕，这些优秀市民，既
是新区榜样，也是华阳力量。

古蜀广都 日新月异

华阳这座城市，历史厚重，人文
荟萃。古时，它曾是古蜀三都（成都、
广都、新都）之广都治所，距今已有两
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历史上著名人物
有北宋史学家范祖禹，早年协助司马
光编修《资治通鉴》，学者称“华阳先
生”，称其所创学派为“华阳学派”，学
派广泛弘扬“至诚”“仁义”学说，其弟
子及子孙有范冲、司马康、黄庭坚、范
苏、范子长、范子该等。同时还有北宋
文学家范镇等历史名人和顾梅羮、戈
壁舟等现代华阳名人。

如今，按照成都市“中优”和把
天府新区打造成为“双核联动”新
引擎的发展目标，赋予了华阳“双
核战略支点、新区首善之窗”的功
能定位。华阳街道正以党的十九大
精神为引领，聚焦建设高品质和谐
宜居生活社区，开启了建设美丽华
阳的新征程。文化的传承，道德榜
样的涌现，让古蜀广都正焕发出前
所未有的生命力。
成都商报记者 柯娟 摄影 王天志

谁砍了金毛犬70多刀

大家众筹20余万
还是没能救回它

“天府好人暨华阳街道第二届优秀市民”
颁奖盛典盛大开启

高中以上文化28岁以上
有机会选任人民陪审员

我国第一部规定人民陪审员
制度的单行法律就快要来了。以后，
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年满28周
岁，拥护宪法，品行良好、公道正派
的公民，有机会选任人民陪审员。12
月22日，人民陪审员法（草案）首次
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
一次会议审议。草案规定，基层法院
人民陪审员从符合条件的当地常住
居民名单中随机抽选产生。
成都商报首席记者 赵倩 北京报道

“头骨几乎完全裸露，身上大大小小的
刀伤多达几十处；骨瘦如柴，严重失血，严重
脱水，并伴有低血糖症状，体温仅36度。”

如此
残忍 头骨几乎

完全裸露

许多热心人带着大型犬来给受伤金
毛献血。“大约二三十只吧，到凌晨一两点
都还有人来。”

淘宝和微店的捐款渠道“挤爆”，在
关闭后许多人打来电话询问为什么不能
捐了，甚至还有在国外的华人发来微信，
要求开放购买渠道。

一些
温暖 热心人群

带狗献血

退款
透明

四川启明动物保护中心：因为金毛
犬去世，整个救治的费用其实只有1000
多元。在微店和淘宝上还没发货的捐款，
捐款者可直接点击退款。

钱没花完
点击退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