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李东 美编 刘静 校对 陈婕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社会 03
2019年7月6日

星期六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179期开奖结果：761，直
选：4914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16903注，每注奖
金173元。（17823578.7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179期开奖结果：76132，一
等奖16注，每注奖金10万元。（273526381.56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9077期开奖结果：4251034
一等奖：0注；二等奖：14注，每注奖金24358元；三等
奖：267注，每注奖金1800元。（35026564.46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9月3日)

体
彩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19179期开奖结果：402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19077期开奖结果：基本号
码：03 06 09 16 18 22 30 特别号码：10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兑彩票
水塘边玩耍
1人滑倒2人去拉相继落水

7月3日，自贡富顺，晴，刚放暑假没
几天。

这天下午1时许，11岁的张慧和10
岁的妹妹兰娟在家里吃完午饭，二人正
寻思着下午怎么玩时，邻居家13岁姐姐
钟敏牵着6岁的弟弟敲开了家门。

四人经过简单商量，决定步行到离
家大约1公里的水库去玩。因为水库没
有蓄水，库底有个小水塘，因此可以在
水塘边捡贝壳、抓螺蛳。

对于事发当时的情况，兰娟仍心有
余悸，感到后怕。她回忆，四人来到水塘
边玩耍了约1个多小时。下午3时许，突
然，她脚下一滑，掉进了水塘里，呛了好
几口水。她先是感觉有人在拉她，但没拉
住。而后，她被人救起来送到了岸边。

原来，兰娟落水后，钟敏伸手去拉
她，没拉住滑倒了。见姐姐滑倒，6岁弟
弟小肖又伸手去拉姐姐，也没拉住；三
人先后落入水里。因为钟敏身高比较
高，落水后很快站了起来，但兰娟和小
肖无法站立，在水里不断挣扎。

事发突然，站在岸边的张慧连忙大声
呼救，从水里站起来的钟敏也大声呼救……

恰巧民警在附近
听到呼救后飞奔去救人

“要不是警察叔叔救了我，我就见不
到爸爸妈妈了。”7月4日下午，兰娟哭诉
着告诉记者，在水里，她迷迷糊糊的，被
救上岸后，她把呛入胸腔的水吐了出来，

才恢复了意识。这时候，兰娟得知，救她
的是一名警察，另外还有三位附近村民。

救人民警叫郑俊良，今年33岁，现
为富顺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民警。

郑俊良回忆，当天下午3时许，他到
水库附近办理一起案件，准备走访村民
搜集材料。刚把车停住，便隐约听到喊

“救命”的声音，他赶忙下车查看。
“我跑到大坝栏杆上朝下看，水塘

边有两个女孩，是她们在呼救。”郑俊良
说，顾不得多想，他迅速翻过护栏，沿着
坝坡朝坝底水塘飞奔过去。

奔跑途中，郑俊良见到有一双小手
在水里拍打。来到水塘边，郑俊良一个
鱼跃跳进水里，朝这双小手位置游去。
郑俊良说，他大约游了五六米，抱住小
男孩就往回游，到岸后把孩子交给了岸
边的女孩。

获救男孩正是小肖。

还有一个？
他又潜入水下救人

郑俊良刚准备上岸，女孩告诉他：
“水里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在哪里？”郑俊良说，水
面上没有挣扎的痕迹，看不出具体位
置。只能顺着女孩手指的方向，大约距
离岸边七八米，郑俊良迅速转身游过
去，然后往水下潜，“应该潜了三四米，
模模糊糊看到一双脚”，顺势抓住这双
脚，紧接着抱住孩子的腰部，使劲上推，
将其头部推出了水面。

郑俊良托着孩子游到岸边。此时，
三位附近村民听到呼救声也赶到了现

场，协助郑俊良把女孩拉上了岸。而郑
俊良，因体力消耗太大，实在没有力气
快速上岸，只好用双手拽着岸边的水泥
边坡，任由身子浮在水里。这时，他才长
长地舒了一口气。

救起小女孩，热心村民又将郑俊良
拉上岸。在岸边，大家开始查看两名溺
水孩子的情况，一边安慰一边拍打他们
的背部，帮助呛出积水。

最后，郑俊良电话联系了当地的村
镇干部，将孩子们交到村干部手里，他
才放心地驾车离开。

获救女孩鞠躬致谢
民警劝慰：不能有下次

事发地位于正在建设中的大坡上水
库，水塘位于坝底位置，面积不大，但最深处
可达六七米。从大坝顶部沿坝坡抵达水塘，
大概有七八十米距离，斜度基本呈45°。

整个救援大约七八分钟，郑俊良非
常庆幸能将两个孩子平安救起。他说，
当时的情况确实太危急了，稍微跑慢一
秒钟，很可能就是一个悲剧。

7月4日下午，为了了解获救孩子的
情况，郑俊良专门驱车来到邓湾村，到孩
子家里看望。获救女孩兰娟见到郑俊良，
忍不住哭了起来，她再三鞠躬表达谢意。

郑俊良说，去看望孩子，既是想看
看溺水孩子的恢复情况，更希望借这个
机会，提醒家长尽好监护人的责任，劝
慰孩子汲取教训，类似的情况不能再有
下次，随时都要有安全意识。（兰娟、张
慧、钟敏、小肖均为化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袁伟

昨日，成都公安在成都国
际赛车场进行世警会摩托车
比赛训练。数十个锥形筒被排
成线状，筒与筒之间被分割成
2米左右的赛道。参赛者需要
驾驶着2.2米长、0.9米宽的春
风650摩托车，穿梭在赛道之
间，驾驶，压弯、慢骑通过，尽
量不碰锥形筒。

六辆警用摩托车一字排
开，光是车身重量就达到520斤
（260公斤）。警用摩托车技能赛
包括个人慢骑比赛、团体锥形
筒挑战赛、团体慢骑接力赛。

个人慢骑比赛的目标是
选手以最慢速度穿过委员会
指定的路线且不被罚分。期
间，如果将脚放下、摔下摩托
车、越过边界线都算成绩无
效，骑行速度最慢且没有罚分
的选手获胜。

团体锥形筒挑战赛的目
的是让参赛者在最短的时间
内通过委员会指定的路线。一
支参赛队由4名有资格选手
组成，该4名选手可以来自同
一单位，也可由不同单位选手
混合组成。

“目前，警用摩托车技能
赛在成都大约有20名选手参

加，因为很多警察都有自己的
工作，每周安排的训练时间并
不长。”世警会警用摩托车赛
事管理处孔亮介绍，正式比赛
将于8月14日至8月15日在环
球中心举行。

33岁的石博是成都交警
一分局的民警，4年多以前，
石博接触了摩托车，渐渐爱
上这个速度与激情的运动。

“关于警用摩托车的各个项
目我都参加了，包括慢骑、锥
形筒挑战赛等。对于慢骑而
言，最重要的是控制车辆平
衡，这也需要更多的训练。”石
博觉得，在摩托车骑行中最难
的是保持骑行者和摩托车的
一致性，“只能通过保持平衡
来控制车速。”

在此项目裁判长孙务民
看来，“从技术角度来看，慢骑
是最难的，如果平衡不好根本
骑不动。现在我们做的，就是
让选手来测试赛道，然后按照
规则标准对赛道进行调整修
缮。”孙务民透露，目前成都也
有部分参赛选手技术不错，

“他们压弯都压得很漂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颜雪 摄影记者 陶轲

警察骑摩托车表演“花式炫技”
要压弯要慢骑还要不碰锥形筒

起步价9元 认准这些号段

成都市交通运输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现场纯电动出租汽车车
型为吉利EV450，根据相关运价标
准，纳入第二档次车型。参照执行
运价为基本租价9元，每公里租价
1.9 元，与成都市五城区原速腾
1.4T、2.0L车型运价相同。成都市
新能源出租车使用专属号牌，号段
为 川 ADT0000-ADT9999、川
ADU0000- 川 ADU9999、 川
ADV0000-川ADV9999。

“此次纯电动出租汽车发车
仪式，是成都市出租汽车行业发
展的新起点”，成都市交通运输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发车
仪式，鼓励和引导出租汽车行业
协会、企业、驾驶员，继续积极参
与支持出租汽车纯电动化推广应
用，为促进节能减排、打赢“蓝天
保卫战”、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加
快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五城区出租车
力争明年实现全电动化

根据成都市多年机动车环保
检测数据统计分析，1辆燃气出租
车每公里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相
当于9辆燃油轿车大气污染物排
放总量。全市燃气出租车按每年
行驶12万公里计算，年排放碳氢
540吨、一氧化碳6300吨、氮氧化
物 1260 吨，是 PM10、PM2.5 和臭

氧污染的重要来源。而纯电动出
租车则是零排放。

“目前，成都市累计上线运营
的纯电动出租车超过200辆。预计
到2019 年底，全市将有超过4400
辆纯电动出租汽车陆续投入运
营”，成都市交通运输局出管处处
长何江海介绍，五城区（成华区、金
牛区、锦江区、青羊区、武侯区）目
前在线运营传统巡游出租车约为
11000辆，力争明年实现全电动化。

成都市出租汽车协会相关负
责人称，目前已有近30家出租车
企业购买了新能源纯电动汽车。
纯电动汽车具有使用成本低、操
作简单、环保节能等优势。将原油
气双燃料出租车更换为纯电动出
租汽车，有利于减少碳排放量，提
升城市环境质量；有利于降低出
租车行业运营成本，提高驾驶员
收入；有利于提升出租汽车服务
质量，更好满足出行需求；有利于
增强市民纯电动汽车出行优势体
验，带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

使用高科技 杜绝疲劳驾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
现场坐上一辆电动出租车，感觉
起步平稳，乘坐相当舒适。特别是
安装在驾驶员左前方、一个亮红
灯的黑色小盒子吸引了记者的注
意，这是以前CNG车辆上没有看
到的。原来这也是出租车车载

GPS 系统的一部分，由于电动出
租车管理体系更加严格，增加了
行为识别装置。一旦识别到司机
出现疲劳驾驶、车内抽烟、注意力
分散等情况，就会自动提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在
试乘时发现，停止状态下，不会有
报警提示，提高到一定车速后，驾
驶员的一举一动都被“监视”了。记
者请出租车师傅模仿一下打呵欠
的面部表情，一个女声马上大声提
示说“请打起精神！”随后说，“请勿
疲劳驾驶，请靠边停车”。据介绍，
如果出现驾驶员抽烟，会提示“开
车严禁吸烟”；如果师傅眼睛望向
侧边，就会提示“请注意前方”。

成都绿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赵廉蕊告诉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正是因为电动汽
车的一系列优势，公司第一批 30
台车已发放完毕，新老驾驶员都
有。“虽然公司收益变化不大，但
驾驶员有增收”，她表示，师傅们
反响不错，比烧气要节约些费用。

四川长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营运部部长杨琦也表示，公司 30
台电动车只剩3台未发放了，驾驶
电动车的师傅都要经过公司挑
选。她也说，师傅们反响挺好，还
有大约20位在公司登记希望开电
动车，“都喜欢这个车。不但电费
成本相对低一些，起步价还比普
通CNG车辆高1元，所以是有竞
争优势的”。

成都市电动出租汽车发车启动仪式成都市电动出租汽车发车启动仪式
昨日举行昨日举行

4400辆电动出租车
年内开上成都街头

自贡民警勇救两名落水儿童
7月3日下午，四川省自贡市富顺

县童寺镇邓湾村发生一起落水事件。
平均年龄只有10岁的4个孩子结伴到
水塘边玩耍，一人滑入水中，另外两人
伸手去拉，结果造成三人落水、其中两
人溺水的危险状况。

在这危急时刻，因公途经此处的民
警郑俊良听到了呼救声。他赶忙查看，
并迅速朝事发点飞奔而去，先后将溺水
的两名孩子救上岸。而他自己，因体力
消耗太大，实在没有力气快速上岸，只
好用双手拽着岸边的水泥边坡，任由身
子浮在水里，长长地舒着气……

从燃油车到CNG车辆，再到纯电动车，成
都出租车又进入绿色发展新阶段，成都也掀开了
绿色出行新篇章！昨日，数十辆电动出租汽车，悬
挂着绿色的新能源号牌，在天府新城会议中心参
加“成都市电动出租汽车发车启动仪式”。在仪式
结束之后，身着统一蓝色T恤的出租车师傅们，
就驾驶着新车进入成都的大街小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都市交通运
输局了解到，目前全市上线运营的纯电动出租车
超过200辆。预计到2019年底，会有超过4400
辆纯电动出租汽车陆续投入运营。

长江公司驾驶员王明刚进入巡游出租汽车行业
8年了。他原来的CNG出租车还未到期，但毅然选择
置换全新的电动车。“以前看到曹操专车是这种车，
就觉得外观比较好看”，王明刚说，经过试驾，他发现
电动车在配置方面更高级。首先，自动挡驾驶就解放
了踩离合的左脚。王明刚说，特别是早晚高峰堵车
时段，驾驶手动挡车辆时脚都要踩酸。而后备箱少了
个气瓶，给乘客放行李的空间更大了。

“传统发动机在车头部位，驾驶员脚下温度很
高；现在是电机，脚底下都舒服了。”他说，“电机也不
会发出发动机那种噪音，现在只有一点轮胎跑动的
声响。检查车子的时候没有尾气排放，也不像以前运
转不平稳会抖动了。”

在成本方面，王明刚也算了一笔账。CNG车辆跑
一天的气费要七八十元，电动车充满电只要20元，可
以跑200多公里。他解释说，因为他是一个人开车，可
以在晚上11时后充电，享受充电桩公司的优惠，每度
仅花4角钱。现在天气炎热要开空调，白天中途就花
10元钱补一次电。

“特来电、星星、聚马，现在充电桩品牌还是多”，
王明刚如数家珍，因为这些企业都有销售人员去出租
车多的地方做宣传。他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可以通过手机APP搜索附近的充电桩，最快10多分钟
就可以充上电。而且几天跑下来，自己也熟悉充电桩
位置了，“观察到电量使用情况后，提前规划路线”。

“总之，我们开起更舒服，乘客坐起更舒适”，他
表示，换车挺坚定的，因为环保节能是社会发展大趋
势，他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成都第一批使
用电动出租车载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摄影记者 张直

对话出租车师傅对话出租车师傅：：
驾驶更轻松 成本降低了

昨日，第三届青城山中国
IC生态高峰论坛在成都召
开，吸引智慧医疗电子产业链
上下游250多位业内人士汇聚
成都，包括专家、企业和机构
决策者等。在专家们看来，智
慧医疗将成为集成电路“风
口”，将有望带动疾病预防、慢
性病管理等。

“集成电路在过去60年历
史中，逐渐转向商用和个人运
用，未来的主要运用领域将包
括移动通信、物联网、工业控
制和智慧医疗。”中国半导体
行业协会IC设计分会理事长、
清华大学微电子所所长魏少
军表示，人口基数决定了智慧
医疗技术的发展，而中国由于
人口众多，将会迎来巨大的商
业机遇。目前已经有一些APP
出现，来督促人们改变生活习
惯，培养良好的生活态度，智

慧医疗带来商机的同时，还会
给人民生活带来改变。

上海微技术工业研究院
CEO丁辉文表示，在世界趋于
智能化的过程当中，单一技术
的创新已经转变成了多技术
的融合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可
以看到下一风口：生命技术和
信息技术的交叉，BTIT（Bio-
Tech&InfoTech）芯片技术。

城市有什么机会？工信部
电子信息司消费电子处处长
杨旭东表示，四川省电子信息
产业发展基础较好，成都获批
创建了国家级的芯火双创基
地，正加快紫光IC产业园国
际城、京东方生产线等一批重
大项目建设，近年来围绕集成
电路、显示面板、智慧健康养
老等特色重点领域打造形成
了产业竞争新优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燕

青城山中国IC生态高峰论坛在成都召开

专家：智慧医疗将成为集成电路“风口”

即将在今年8月份亮相的
第十八届世界警察和消防员
运动会（以下简称“世警会”）
中，警用摩托车技能赛是可看
性最强的项目之一。摩托车通
过成线形的锥形筒，还要通过
压弯来避免摩托车车身碰到
筒沿，通过警用摩托车比赛，
可以明白什么是摩托车的花
式炫技。

启动仪式在天府新城会议中心举行

驾驶员左前方的行为识别装置目前全市上线运营的纯电动出租车超过200辆

郑俊良到小孩家关心情况

事发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