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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四川地区进入了河流丰水
期，按照相关政策，每年 6—10 月，四
川电网居民生活用电都能享受“丰水
期电费优惠”政策。

据了解，“丰水期电费优惠”是国
网四川电力按照发改委相关政策，在
四川地区河流水量充沛的季节，将产
生的富余电能以价格补贴的形式返还
给广大居民，是四川人民的一项专属
福利政策。

据了解，平时电费的收费标准
是 ：180 度 及 以 下 为 0.5224 元/度 ，
181- 280 度 之 内 为 0.6224 元/度 ，
281 度以上为 0.8224 元/度。但在丰
水期内，180 度以下电价保持不变，
181- 280 度 区 间 内 电 价 优 惠 0.15
元/度 ，281 度 以 上 电 价 优 惠 后 为

0.6224 元/度。在第二档即 181-280
度内，每度电的电价甚至比 180 度以
下更便宜。所有“一户一表”的城乡
居民可以在支付宝里搜索“丰水期”
进入小程序，输入户号后查询返还
金额，还可直接缴费领取，一同充入
电表中，不需要亲自跑到线下营业
厅及超市等代缴网点。

需要注意的是，返还的电费不能
直接提现领取，当月的优惠金额将在
次月缴费时作为电费一并充值到电表
中。四川省通过试行丰水期居民电能
替代电价政策，不仅合理消纳了富余
水电资源，还给广大居民带来了实在
的优惠，使千家万户享受到了政策红
利，实现绿色环保、互利共赢。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杨甦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杨富） 昨日，省发展改革委发出关
于降低成品油价格的通知，自今日凌
晨 0 时起，汽柴油价格实施连续第三
次下调，成都地区 92 号汽油零售限价
下降0.24元/升，降至8.63元/升。

据了解，受国际原油价格波动下
跌的影响，国内成品油价格达到现行
价格机制所规定的调价要求。按照现
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国家发展改
革委昨日宣布，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
分别下调 300 元、290 元。这是继今
年 6 月 28 日价格下调后，国内成品油
连续第三次价格下调，也是年内第四

次价格下调。
省发展改革委测算并公布了四川

三个价区的汽柴油批零限价标准，此次
调价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升下降0.25元
左右。其中，处于一价区的成都地区汽
柴油零售限价，89号、92号、95号汽油
分别每升下降0.22元、0.24元、0.26元，
调价后零售限价分别为每升 8.01 元、
8.63元、9.22元；0号、-10号柴油分别
每升下降0.25元、0.26元，调价后零售
限价分别为每升8.26元、8.76元。经历
三次价格连续下跌，-10号柴油零售限
价跌破9元大关，除了95号汽油，其余
油品价格全部为“8字头”。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
者 段祯） 7月26日，记者从成都文物
考古研究院获悉，近期，茂县营盘山新
石器时代遗址正式启动文物保护规划
的编制。茂县中国羌族博物馆馆长蔡
清介绍，编制《营盘山遗址保护规划》，
一方面为保护好营盘山遗址打下坚实
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利用好、展示好营
盘山遗址，打造文旅融合示范点，建设
有特色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提供了基
础条件。

2006 年，营盘山遗址被公布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茂县中国羌族
博物馆副馆长郭亮介绍，营盘山新石
器时代遗址的出土文物包括四川地区
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质雕塑艺术品，
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人工使用朱砂
的遗物，长江上游地区发现的时代最
早及规模最大的陶窑址等，出土的彩
陶器数量为四川之最，亦是岷江上游
乃至川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
大突破，为探讨岷江上游新石器时代
文化的内涵和发展演变序列提供了可
靠的实物材料，也为研究长江上游和
黄河上游地区的古代文化交流和传播

提供了新的佐证。
从 2000 年就开始参与营盘山考

古发掘与研究的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研究员陈剑介绍，川西北考古材料证
明，距今 6000 年—5500 年间，仰韶文
化中期庙底沟类型人群已经从北向南
进入了川西北高原山地，距今5300年
左右，在仰韶文化向马家窑文化过渡
阶段，更大规模的人群自北向南移动，
使得仰韶文化对川西地区的影响尤其
明显。

在距今5000年左右，也就是仰韶
文化之后的马家窑文化时期，发生了波
浪式的大规模人口迁徙，在岷江上游的
川西北山地，就发现了马家窑类型的彩
陶，可以证明川西北岷江上游地区已经
受到了黄河文化的强烈影响。

陈剑认为，对岷江上游新石器文
化遗址的调查和发掘，是解决岷江上
游新石器文化与成都平原古文化关系
的关键一环。可以帮助我们解答一个
非常重要的问题：古蜀人到底来自哪
里？对营盘山遗址的保护和展示，可
以帮助现在和将来的人们更好地寻踪
探源。

昨日，四川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
队向社会集中曝光了 2022 年 6 月被
终生禁驾的 16 名驾驶人名单，其中年
龄最大的59岁、年龄最小的23岁。

5 人因饮酒或醉酒后驾驶机动车
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构成犯罪，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 91
条第 5 款之规定，被公安交管部门处
以“吊销驾驶证且终生禁驾”。

11 人因造成重大交通事故构成
犯罪且逃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
路交通安全法》第 101 条第 2 款之规
定，被公安交管部门处以“吊销驾驶证
且终生禁驾”。

终生禁驾意味着“终生不得重
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终生不能驾

驶机动车”。这对一些人来说，不仅
意味着出行不便，甚至可能失去工
作的机会。

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交管信息联
网，一经处罚后，被处罚人信息将录入
全国机动车驾驶员管理系统，被锁定
为终生禁驾的司机无论在省内还是省
外都无法再考取驾驶证。

四川公安交警提示：
一、不论什么时候，酒驾醉驾都是

严重违法犯罪行为，切勿心存侥幸、酒
后开车。

二、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应当
立即停车抢救伤员，保护现场并报警，
避免贻误受害人救治，加重事故后果。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杜文婷

“小朋友今天有没有哪里不舒服
呀？”“比昨天好些了吗？”一大早，成都
儿童专科医院二病区主任蔡晶娟就开
始巡查病房，察看孩子们的病情。年
复一年，蔡晶娟从事儿科临床专业工
作的 34 年里，她把健康带给广大患
儿，收到数不胜数的锦旗和感谢信。
今年第二季度，蔡晶娟被评为敬业奉
献类成都好人。

2004 年 11 月，蔡晶娟从青海省
妇女儿童医院调入成都儿童专科医
院，“那时，医院的小儿血液、肾病免疫
临床专业与骨髓穿刺、胸部穿刺等技
术的操作还有很多空白。”蔡晶娟回忆
道，十几年来，通过不断地试验和努
力，最终成功解决了医院数千例临床
实际棘手问题及危重疑难病症，填补
了医院技术操作的多项空白。如今，
她所在的科室从“零”床位增至54张，
高峰期住院床位达90张。

严谨的工作作风和良好的医德

医风，让蔡晶娟本人及所带领的科室
十几年来无医疗事故发生，她本人也
是“零”投诉，得到患者及同行的认可
及好评。蔡晶娟曾救助过一家人的
两个孩子：“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因‘急
性溶血性重度贫血（蚕豆病）’来到我
们科室，经综合抢救，患儿病情很快
恢复。”没曾想两年后，他们的第二个
孩子患了“重症肺炎”，因在其他医院
已住院 3 天无好转，患儿精神极差、
呻吟、呼吸严重困难，家属在无奈之
下，直接在夜间把患儿送到科室。“情
况紧急，容不得耽误。”蔡晶娟回忆
说，深夜里，她坐在出租车上就开始
指示医护人员紧急给孩子建立静脉
通道、畅通呼吸道、吸氧。幸运的是，
经过积极抢救及综合治疗，患儿住院
8 天痊愈出院。

蔡晶娟在工作中任劳任怨、认真
负责的精神还在影响着更多的人。
2012 年起，她受邀连年主持了省、市
级卫生系统继教项目培训班。蔡晶娟
表示，希望能和更多优秀的医护人才
一起助力基层儿童医院的快速发展。
在她的努力下，她已为所在单位培养
了25名优秀的医院管理人才。

黄丹蕾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霞

今晨汽柴油价格连续第三次下跌

营盘山遗址将申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敬业奉献类成都好人蔡晶娟：

坚守儿科34年 把健康带给广大患儿

今年“丰水期电费优惠”来了
6-10月用电超180度可享差价返还

四川公安交警公布6月终生禁驾名单

□本报评论员
昨天，成华区新

冠 肺 炎 疫 情 防 控 指
挥 部 发 布 通 告 ，暂
停 全 区 所 有 餐 饮 场
所堂食，自 7 月 26 日
16 时起对部分社区
实 施 小 区 院 落 封 闭
式 管 理 ，进 一 步 加
强社会面管控。

四川“7·20”关联
疫情病毒变异株传染
性强、传播速度快，目
前在成华已出现数十
例感染病例，波及多
个社区。疫情应急处
置是与病毒较量、同
时间赛跑，成华进一
步加强社会面管控，
是对防控措施的因时
应势调整。

当前，成都面临
着突如其来的“7·15”
本土疫情和四川“7·
20”关 联 疫 情 ，其 中

“7·15”本土疫情总体
形势趋于平稳。基于
此，成都部分无高中
风险区域及病例活动
轨迹的区（市）县，如
青白江区、双流区，已
有序放开部分社会面
管控措施。事实上，
无论是成华的进一步
加强，还是青白江、双

流的有序放开，都是防控措施因
时而为、应势而动的结果。

进一步加强社会面管控，难
免会给市民群众的工作、生活带
来不便，但迅速斩断病毒传播链
条，离不开大家的支持、理解与
配合。管控区人员非必要不外
出，非管控区减少流动不聚集、
测温亮码勤洗手，上下班尽量做
到“两点一线”⋯⋯这些既是当
前疫情防控的硬性要求，更是市
民群众的防疫责任，只有人人响
应、人人参与、人人担当，才能最
大限度地凝聚起抗疫成都力量。

疫情防控，不仅是物资的角
力，更是精神的对垒。从“7·15”
本土疫情始发至今，已有十余天
时间，高温战“疫”、殊为不易，无
论是一线人员还是普通市民，每
个人的压力都可想而知。但当
前“7·20”关联疫情的防控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此时容不得松一
口气、歇一歇脚，让我们再坚持
一下，一手坚决防反弹、一手严
格控新增，一鼓作气以最有力的
举措争取最好的结果。

让我们一起再坚持一下，人
人参与，继续筑牢疫情防控的铜
墙铁壁。

“感谢这位邻居，谢谢她的爱心和
关怀”⋯⋯昨日，成都市金牛区茶店子
街道锦城社区一品天下 D 区小区业主
微信群内，一条条信息不断弹出，因为
每家都收到了一大袋装满各种蔬菜以
及肉类的爱心礼包，大家心怀感谢，在
微信群里纷纷晒出了这份“惊喜”。

这份礼包，来自该小区业主周女
士。前两天，周女士一家从外地返回成
都，由于自己居住的小区被封控了，便
在自己父母家暂时住了下来。考虑到
小区目前面临的实际情况，一家人就琢
磨着为小区做点事情。“我们一合计，就
想到自费为大家采买一些蔬菜之类的
生活物资，这些也是大家日常需要的。”
一家人分工协作：父母拟定采购的菜
品，周女士负责联系附近农贸市场的蔬

菜商家，并和小区物业确定采买数量。
早上6点过，周女士带着公婆、两个

女儿以及姐姐来到农贸市场，和蔬菜商家
核对物资，随后清点、装袋、打包、装车，送
至小区门口。“希望尽点自己的力量，帮助
大家。”周女士说，采买的主要是西红柿、
土豆、豇豆、大白菜、莴笋，还有猪肉。“都
很新鲜，这些蔬菜也易于存放。”

每袋礼包里附上了一张张爱心卡
片，“同住屋檐下，共渡难关”“加油”⋯⋯
为邻里们送上了一份份暖心的鼓励和祝
福。“全都是两个孩子写的，她们热情很
高，昨晚写到十二点过。”周女士说，“疫
情当前，也希望通过这个方式，让孩子们
感受到互帮互助、团结的力量。”

潘欢欢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方耀 金牛区供图一袋袋暖心“礼包”送到小区

“现在住在小区的党员，大家可以进
群，看能不能做点力所能及的事。”锦宏
骏苑北区发生疫情后，武侯区望江街道
党工委、老马路社区两委迅即行动，由小
区党支部书记赵林在小区业主群里发起
了集结令。不一会儿，小区党员纷纷入
群，包括赵林在内的15名党员组成的疫
情防控临时党支部就这样成立了。

在此次疫情中，成都市各级党组织
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管控
效能，抓严抓细小区疫情封控要求，在
严峻的疫情防控斗争中，彰显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在老马路社区党群服务中心，“719
疫情防控临时指挥部”的指示牌赫然在
目。街道党工委、社区两委、社会组织
成员组成的 20 多名临时指挥部成员的

椅背上都搭着红马甲和遮阳帽，一有情
况，随时到现场。

街道社区在防疫一线设立指挥部，
分设秩序管理组、物资配送组、核酸检
测组、垃圾处置组、关爱服务组、信息采
集组 6 个工作组；同步成立南府锦小区
疫情防控临时党支部，迅速集结小区内
的党员进入支部，建立内线志愿服务班
组；具体做到分层分级、各司其职，做到
定人、定岗、定责，有序铺开封控工作。

“你家里有老人吗？有小孩吗？”
“请问我们小区有哪些人是特殊人群，
比如透析病人、孕妇、不能自理的人
员，以及独居老人，麻烦马上报一下，
备注一下人名、电话号码。”小区刚封
控的一两天是最忙的，社区工作人员
挨家挨户地敲开门，反复确认住户的

需求，建立特殊人群服务台账。虽然
有电梯稍稍减少了他们上下奔忙的劳
累，但穿着防护服的他们常常是汗水
湿透衣背好几次。

在对封控小区进行“拉网式”“地毯
式”排查过程中，一位 63 岁的居民需要
每周一、三、五做透析，还有一位 42 岁
的高龄产妇预产期就在 8 月初，还有几
位老人需要定期买药⋯⋯这一本爱心
服务账清楚印在老马路党委副书记胡
海焘的脑海里，还不满 30 岁的他挑起
关爱服务组组长的重任，24 小时接应
内部送药送医需求，去年做完甲状腺手
术不能熬夜的他有一天只休息了 2 个
小时。“居民看病的事是大事，我们辛苦
也是应该的。”胡海焘表示。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朱小路

疫情防控状态下，成都市民生商品
市场供应情况如何？昨日，记者走访城
区部分农贸市场及商超了解到，各类蔬
菜、水果、肉蛋、粮油、副食品供应充足，
价格稳定，市民采购秩序井然。

实地走访
农贸市场及商超供应充足

走进成华区建新农贸市场，市场内
各类蔬菜、水果、肉蛋、粮油、副食品供应
充足，市民购物井然有序，防疫措施落实
到位。尽管暑热难耐，所有摊主及选购
市民都戴好了口罩。据了解，成华区加
强适销对路商品采购，丰富商品种类，增

加肉、禽、蛋、菜、粮、油等生活必需品的
市场投放量。同时，核实重要商品储备、
销售和库存情况，确保疫情期间市场重
要商品不脱销、不断档，并根据市场变
化，适时适量组织储备商品投放。

在龙泉驿区永辉超市皇冠店内，蔬
菜区、果品区满满当当，瓜果种类丰
富。粮油区米面食用油供应充足，肉蛋
区域价格亲民。在畅销商品货架，超市
工作人员及时补货上架。

自7月17日以来，永辉超市便按照
区有关要求，第一时间将米、面、粮、油、
蛋等生活物资库存拉满。据悉，龙泉驿
区对生活物资市场供应及消费情况进
行密切监测监控，精准把握市场供应形

势，将辖区 23 家大型商超纳入保供“白
名单”，要求 23 家保供单位将库存拉至
15 天以上或最大限度，对非耐储存的
蔬菜瓜果要求至少储备 3 天用量，对耐
储商品由常规7日增加至15日。

除了大型菜市及商超外，密集分布
在小区周边的社区菜蔬小店情况又如
何？下午 4 时，记者来到建兴社区建业
路、建和路周边走访。这片区域集中着
建设路片区最早入住的数个中大型楼
盘，居民众多，生活气息浓郁。纵横交
错的几条百余米街道上，就集中着“红
旗连锁”3 家门店，也有满彭菜场、一绿
鲜等社区菜蔬小店10余家。

记者看到，满彭菜场等另外几家社
区菜蔬小店到下午 5 时，货架上的各类
蔬菜及生鲜依然充足。

保供稳价
主管部门与企业共商相关工作

连日来，成都市发改委相关处室组
成调研组，先后分赴成华区、锦江区、龙
泉驿区、金堂县、邛崃市等地开展重要
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实地调研督导，详细
了解农贸市场、重点保供企业在“菜篮
子”商品货源储备、产品供应、流通配送
等各环节的保障能力，与区（市）县有关
部门和企业共商做好保供稳价工作。

“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稳价工
作，是保持经济社会平稳运行的重要支
撑，是有效应对风险挑战的坚实保障。”
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不断实化
机制、强化监测、抓好生产、做好储备、
畅通流通、严格监管、稳定预期，切实增
强重要民生商品保障能力。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蔡宇 摄
影 魏麟潇

“菜篮子”供应充足
还没到松口气歇歇脚的时候

他胸中有本“爱心服务账”

她自费送上暖心“礼包”热 心 助 邻

7 月 25 日 0—24 时，四川新增本土
确诊病例 16 例（在成都，其中 5 例为既
往通报的无症状感染者转确诊），新增
本土无症状感染者14例（成都12例，眉
山 2 例），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 6 例

（在成都，其中 3 例为既往通报的无症
状感染者转确诊），新增境外输入无症
状感染者 10 例（在成都），新增治愈出
院病例 1 例，无新增疑似病例，无新增
死亡病例。

7 月 26 日 0-14 时，成都市新增本
土确诊病例 3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8
例。截至26日14时，7月15日以来，累
计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118 例，本土无症
状感染者53例。

其中，“7·15”疫情无新增本土确
诊病例，无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截至 26 日 14 时，本起疫情累计报告
本土确诊病例 61 例，本土无症状感染
者 15 例；“7·20”疫情新增本土确诊
病例 3 例，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者 8
例。截至 26 日 14 时，本起疫情累计
报告本土确诊病例 57 例，本土无症状
感染者 38 例。

为方便市民排查风险轨迹，成都市

卫健委整理公布了我市本轮本土疫情
病例活动轨迹，请市民朋友们对照自
查。如有重叠，立即向社区和单位（或
居住的酒店）报备，三天内接受三次核
酸检测（间隔 24 小时），期间做好个人
防护，不聚会、不聚餐。如有疑问，请拨
打 12345 咨询。新增病例情况与轨迹
详见锦观。

温 馨 提 示

有相关地区经停史人员
3天内每天完成1次核酸检测

昨日，成都市疾控中心发布温馨提
示：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安全，请 7 月
21 日 6 时至 26 日 12 时，有成都市成华
区府青路街道桃源社区、桃蹊社区、怡
福社区、文德社区经停史的人员，即日
起在 3 天内每天完成 1 次核酸检测，并
做好个人防护和个人健康监测。如有
发热、干咳、乏力、咽痛、嗅（味）觉减退、
鼻塞、流涕、结膜炎、肌痛和腹泻等症
状，请立即前往就近的发热门诊就诊。
感谢您的配合。

“7·15”疫情无新增病例
“7·20”疫情新增确诊病例3例、无症状感染者8例

问：我市 7 月 22 日新报告的疫情为
什么被称为四川“7·20”疫情？

答复：因我市 7 月 22 日新报告疫情
已明确与我省“7·20”疫情相关联，故被
称为四川“7·20”疫情，简称“7·20”疫情。

问：出于疫情防控需要，哪些人需要
向社区报备？

答复：在当前疫情形势下，有四类人
员需要向社区进行报备。一是近 7 天
内，有我市高中风险区旅居史人员；二是
与我市病例轨迹有重叠的人员；三是有
国内重点地区旅居史的来（返）蓉人员；
四是省外来（返）蓉人员。以上四类人员
应尽快向所在社区（村）、单位、酒店（宾
馆）等主动报备，做好个人防护，就近完
成核酸检测。

问：如果在高中低风险区，应该如何
落实防控措施？

答复：高风险区实行“足不出户、上
门服务”等管控措施，对因就医等确需外
出人员，须经社区防控办公室协调安排，
实行专人专车，全程做好个人防护，落实
闭环管理。居民按照街道、社区统一安

排，定期进行核酸检测。
中风险区实行“足不出区、错峰取

物”等管控措施。居民原则上居家，在
严格落实个人防护的前提下，每天每户
可安排 1 人，按照“分时有序、分区限
流”方式，至指定区域购买或无接触式
领取网购物品。居民按照街道社区统
一安排，有序下楼到指定地点进行核酸
检测。

低风险区实行“个人防护、避免聚
集”等防范措施。强化社会面管控，区域
内各类人员按照要求开展核酸检测，期
间尽量减少外出、不聚集、不扎堆，必要
外出时做好个人防护。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静宇

扫描二维码

查看新增病例情况及活动轨迹

实 地 探 访

奋 战 一 线

市民在成华区大型菜市采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