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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证磨子桥下穿隧道顺利施
工，从今（16）日开始，包括一环路南
一段在内的多条道路都将单行，对川
音、红瓦寺两大片区出行影响较大。5
月15日，成都市交警一分局民警来到

位于新生路的四川音乐学院，详细介
绍了8条绕行线路，并将路线图发给
了工作人员。随后，工作人员将施工
及绕行情况发布到学校内部的信息
群进行扩散，方便师生出行。

同时，记者了解到，从今日起，市
交管局将启动5套电子眼，对机动车
逆向行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等交通
违法行为进行抓拍。具体点位如下：
龙江路（新南路口至十二南街路口）、

龙江路（十二南街路口至丝竹路口）、
十二中街（致民路口至龙江路口）、太
平南新街与望江路交叉路口、一环路
南一段（老马路口至群众路口）。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磨子桥下穿施工绕行 今日启动5套电子眼抓拍违法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
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5”
第18128期排列3直选中
奖号码：229；排列 5中奖
号码：22978。●电脑体育

彩票“七星彩”第18055期开奖号码：
9069418。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3D”第2018128期开奖结果：
033。●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双色球"第2018055期开
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7、09、10、

12、22、26，蓝色球号码：07。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5月15日下午3点左右，成都商报
记者来到杨先生在滴滴平台最后一
单订单的出发点——双流区金河路
三段丰乐小区外的菜市场，一切如
常，也没有在菜市附近发现贴有寻人
启事等信息。随后，记者开车沿着杨
先生最后一单的轨迹，从丰乐菜市到
红石东街，是往西南出城方向，地图
导航显示距离不到7公里。

大约20分钟后，成都商报记者
来到了红石东街，位于双流区金桥
镇，道路沿途有不少民居、农田以及
乡间小路。

记者联系滴滴出行，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公司正在协助警方调查，

排查了失踪前车主的接单记录，均
属正常，暂时判断不是在订单中失
联；公司已向警方提供了全部需要
的数据和信息，希望能够帮助警方
和家属尽早找到车主。因车主最后
一单的轨迹在双流区境内，并非其
报警地邛崃市，记者向滴滴出行核
实其是顺风车车主还是滴滴快车车
主，截至记者发稿时，未收到回复。

据邛崃市公安分局消息，邛崃
分局确实已经接到家属报警，目前
还没有找到失踪车主，正在调查中。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摄影记者 张直

车主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滴滴顺风车司机
失联5天

滴滴平台：失踪前车主接单记录正常

55月月1515日日，，是滴滴司是滴滴司
机杨先生和家人失去联系机杨先生和家人失去联系
的第的第55天天，，家属心急如焚家属心急如焚。。
1010日晚上日晚上66点点，，杨先生和杨先生和
妻子最后一次通话后再无妻子最后一次通话后再无
消息消息。。1414日日，，喻女士向媒喻女士向媒
体求助体求助，，发布了寻人启事发布了寻人启事。。

目前目前，，滴滴出行方回滴滴出行方回
应应，，公司正在协助警方调公司正在协助警方调
查查，，失踪前车主的接单记失踪前车主的接单记
录正常录正常，，暂时判断不是在暂时判断不是在
订单中失联订单中失联。。据邛崃市公据邛崃市公
安分局消息安分局消息，，已接到家属已接到家属
报警报警，，目前还未找到失踪目前还未找到失踪
车主车主，，正在调查中正在调查中。。

14日晚上，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
杨先生的妻子喻女士，她告诉记者，平
时丈夫在家里开店做生意，偶尔会接
滴滴顺风车的单子跑跑车，不是为了
赚钱专门跑车。10日下午6点多，喻女
士给丈夫打电话，问什么时候回家吃
饭，丈夫告诉她，在跑车，不用等自己
吃饭。随后，夫妻俩就匆匆挂了电话。

直到10日晚上10点左右，喻女士
发现丈夫仍然没有回家，拨打丈夫电
话，显示无法接通，随后再拨打，就关
机了。喻女士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后来

通过滴滴公司后台查询，丈夫车辆最
后一个订单的轨迹，是从双流丰乐小
区菜市场到红石东街。

喻女士说，丈夫从来不会夜不归
宿，再晚都会电话报平安，可是已经5
天了，从当天晚上10点过直至现在，电
话都处于关机状态。目前，喻女士已经
报警，这几天手机打进了很多电话，但
仍然没有丈夫的消息。

喻女士说，失联前，杨先生开的
是一辆蓝色雪佛兰三厢赛欧，车牌
号为川AA1R09。

丈夫失联5天
失联前正在跑滴滴顺风车

滴滴平台：
车主接单正常，判断不是在订单中失联

由“颜值经济”催生出的医疗美
容行业，正逐渐成为消费市场新的
增长点。

记者从昨日下午举行的2017年
度成都医美“十强”医院（门诊部、诊
所）发布会上获悉，历时5个月的
2017年度成都医美“十强”医院评选
结果出炉，除了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美容整形中心等省级医院外，不少
新兴机构亦有上榜。

四川省美容整形协会会长岑瑛
表示，此次评选活动是成都市首次针
对医疗美容机构进行的一次专业性
评选，表明成都医美服务行业有了自
己的榜样和典范，对进一步规范医美
行业发展，学有先进、赶有目标，实现
成都医美全国领先、全球知名的“医
美之都”目标，将起到积极作用。

成都医美“十强”机构的评审专
家组由华西医院、省医院、省中医二
医院、市医美质控中心等公立医院
和个别民营医院抽派的在省内有影

响的副高职称以上专家组成。
荣获成都医美“十强”医院的

是：四川华美紫馨医学美容医院、四
川西婵泛亚整形美容医院、成都大
华医疗美容集团医院、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美容整形中心、美莱医学美容
医院、四川省医学科学院、四川省人
民医院皮肤病性病研究所、成都市
第二人民医院医疗美容科、四川米
兰柏羽医学美容医院、四川娇点医学
美容医院、四川悦好医学美容医院。

荣获成都医美“十强”门诊部、诊
所的是：成都暄妍医疗美容连锁机构、
成都赵善军博士整形美容门诊部、成
都武侯华颜医疗美容门诊部、成都高
新美极医疗美容门诊部、成都水晶唯
罗纳医疗美容门诊部、成都武侯泊菲
凯莉医学整形美容门诊部、成都武侯
艾米丽医疗美容门诊部、成都青羊百
龄博雅医疗美容门诊部、成都武侯艾
美薇医疗美容门诊部、成都武侯玉颜
医疗美容诊所。 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2018年4月，成都市经信委印发
了《成都医疗美容产业发展规划
（2018-2030年）》，要求着力提升成
都医疗美容产业的质量和规模，加
快聚集国内外知名医疗美容企业、
机构和人才，成为全国领先、全球知
名的“医美之都”。作为与医美行业
有着亲密接触的医疗平台，成都商
报四川名医也将根据用户需求，重
点推出全国首张“医美地图”。

昨日下午，由四川省美容整形
协会开展的2017年度成都医美“十
强”医院（门诊部、诊所）发布会在成
都市锦江宾馆召开，发布了成都医
美“十强”医院评选的最终结果。

成都哪个医院的医生做鼻子最
好？哪家医院擅长割双眼皮？哪家医
院打玻尿酸既安全效果又好……四
川名医的美容整形群里总会收到这

样的询问。为方便爱美的你能够对
症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医院及医生，
继“名中医/中医馆寻诊地图”、“肛
肠寻医地图”、“药店地图”、“儿科地
图”之后，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又将打
造全国首张“医美地图”！

“医美地图”运用互联网手段，
“一图”解除市民在就诊中的难题。地
图根据你的位置将运用醒目的“地
标”标识多个点位，“地标”展示了该
点位的医院，点击即可获取该院的特
色科室、专家团队及擅长领域等。

此外，“医美地图”还将推出患
者口碑排行，展示附近医院的口碑
排行榜，用户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经
验进行评价并打分。四川名医将联
合成都优质、大型的整形医院提供
优质福利，共同邀请你领取这份“变
美指南”！ （王英）

2017年度成都医美“十强”医院出炉

四川名医即将发布全国首张“医美地图”

一份变美指南@你领取！

四川零售奇迹：
永辉超市入川六年开57家门店

明年将达百家门店
A股上市企业、

福建零售巨头永辉
超市入川六周年了！
自2012年4月26日，
永辉超市在温江开
辟四川首家门店后，
截至今年5月，短短
六年时间，已经在四
川开业了57家门店，
每年平均开出10家
大卖场门店。这个四
川零售界发展最快
的企业，悄然之间创
下一个零售奇迹，堪
称“永辉四川速度”。
据永辉方面透露，预
计到2019年永辉超
市在四川开业门店
将达到100家。

上午9点钟，正是上班族开始一
天匆忙办公的时间，而在写字楼另
一头的永辉超市里，又有这样一幅
繁忙的情景——琳琅满目的生鲜商
品；络绎不绝的顾客；争相选购的家
庭主妇……永辉超市早已成为其周
边百姓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位于
永陵路附近的永辉超市里，顾客张
女士说：“平日已习惯在永辉超市
买菜或购置生活用品，这里的商品不
仅比较齐全，而且质量和价格也很令
人满意。”

“目前，永辉在四川已经覆盖成

都、绵阳、宜宾、南充、内江、广安、广
元等地，开业门店已经达到57家了。”
当谈及永辉入川，永辉四川大区总经
理王雪飞颇有感慨，她回忆起2012
年永辉在温江首店开业的情景，尽
管当时永辉已经在主板上市，但在
四川的品牌知名度非常有限。“初出
茅庐”的永辉超市要想突出重围并
不容易，但凭借着“民生超市百姓永
辉”的经营理念和价廉物美的商品，
迅速赢得四川人民的信赖和喜爱，
并逐渐站稳了脚跟。

此后，永辉超市又开始着手布

点成都市区的门店，在当时市区内
的好口岸已基本被其他超市提前抢
占的情况下，永辉超市果断选择了
永陵路曾经红极一时但又盛极而衰
的黄河商业城所处的物业，并在这
里设立了四川区的总部，以方便供
应商之间的往来。

2015年6月永辉超市彭州物流
中心开业，占地108亩，总投资1.2亿
元，该物流中心包括生鲜库和常温
库两大仓储和配送系统，最大程度
地满足商品配送和仓储需求，物流
中心与在重庆的永辉西部物流园互

动互补，成为永辉超市扩张的强大
后盾。在川渝地区形成强大的区域
辐射力，满足全川永辉门店的商品
配送和仓储需求。

通过产地直发、集成配送等，让
商品在全国范围内快速流通，最大
程度地缩短配送时间，保证货品新
鲜程度。例如新上市的陕西苹果，在
24小时内就可以摆到四川永辉门店
的货架上。而永辉入川六年来也积
极参与公益，2013年4月永辉超市在
第一时间调集救灾物资驰援四川雅
安地震灾区。

永辉超市是2001年在福州创立
的超市，如今永辉“以智能中台为基
础，打造食品供应链的平台型企业”
的战略转型初见成效。

据2017年永辉财报显示，永辉
门店总数已突破800家，分布于全国
21个省市，2017年永辉共新开332家
店，实现营业总收入585.91亿元，同
比增长19.0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合并净利润18.17亿元，同比增
长46.28％，两项数据在整个行业均
保持领先优势。

去年12月永辉超市一个大手笔
震撼了整个四川零售界：受让红旗
连锁股份，持有红旗连锁21％的股
份，成为红旗连锁第二大股东，双方
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拟在
零售网点增值、零售模式创新、普惠
金融和居家养老方面及社区物流方
面协同合作。

走进永辉超市，顾客最大的
感受就是生鲜区域琳琅满目、新
鲜的菜品和“给力”的物价，因而

生鲜区域也是超市人气最火爆的
地方。而这也正是永辉超市的“杀
手锏”。目前，永辉各门店的生鲜
经营面积都占门店经营面积的
40%以上，而且果、蔬、禽、肉、蛋、
鱼等品种一应俱全；在集团总销
售额中，生鲜农副产品的销售额
占到总销售额的50%以上；新鲜的
永辉，将“食品安全”视为生存之
本、发展之道。

永辉的生鲜经营模式，结合了
传统农贸市场与现代超市的特点，
既有农贸市场的价格优势以及新
鲜、品类齐全的生鲜产品，又带来
了现代超市舒适的购物环境和一
站式购物体验。而其采购则靠着
强大的“买手”文化，这些采购员
扎根于全国各地农产品一线，真
正去研究商品属性、价格和消费
者的适配性，向商品源头直接采
购。永辉是国内首批将生鲜农产品
引进现代超市的流通和农业产业
化的企业之一。

这两年永辉的智慧零售悄然改
变了成都人的购物方式。家住日月
大道的白领赵女士说自己经常在下
午单位上班的时候就打开永辉生活
App直接下单，回家的时候经常熟
食和第二天需要的蔬菜和日常用品
就已经配送到了家里，“因为我的小
区刚好在永辉生活配送的三公里范
围内，足不出户打开永辉生活APP
就可以轻松实现轻松下单，最快30
分钟到家，真的非常好用。”

在永辉看来，智慧零售恰恰是运
用数据驱动，以科技赋能零售，将门店
场景数据化、用户消费数据化，用科技
匹配出更好消费体验。永辉超市创始
人、CEO张轩宁在今年4月2018中国

“互联网+”数字经济峰会上表示，作为
科技零售企业的永辉，通过持续业态
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在消费升
级浪潮中，拥有巨大发展空间。

在用户体验场景的应用中，以
超级物种为例，用户线上下单，三十
分钟即可配送到家，简单快捷方便；
线下门店，通过小程序扫码商品、微

信支付即可购买结账，既方便智能
又好玩酷炫。应用于供应链上的具
体表现，则是通过对商品中分类战
略和进、销、存、出的全流程数字化，
以数据驱动，找到基础商品、核心商
品、创新商品，不断优化匹配出更符
合用户需求的商品。

据了解，永辉旗下超级物种、永
辉生活等门店，可以使用腾讯微信
小程序扫码支付完成购物。借助微
信小程序、微信支付等工具，永辉门
店用户的数字化率也持续提升，据
了解，永辉生活小程序上线三个月
后，其用户数字化率已经提升至
87%，这也为永辉进一步的用户运营
和智慧零售服务落地打下了基础。

据了解，在线上业务推动上，永
辉生活已经接入四川56家门店，此
外京东到家也与永辉牵手，目前在
四川门店的23家已经有了京东到家
的服务。门店周边三公里范围内，利
用小程序或者永辉生活App下单最
快30分钟就可以配送到家。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从0到57的六年扩张之路 永辉创造四川速度

去年入股红旗连锁战略合作
生鲜经营模式已成杀手锏

数字技术悄然改变成都人生活
永辉生活、京东到家三公里配送最快30分钟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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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先生最后一单的出发点双流区金河路三段

收
藏
或
分
享

扫
码
吧

杨先生最后一单的终点双流区金桥镇红石东街

失
联
车
主
杨
先
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