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家提醒

18日，四川第五届茶叶开采活动周在四川纳溪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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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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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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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呼吸

福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043期开奖结果：050，单选478注，单注
奖金 1040 元，组选 3，664 注，单注奖金 346
元，组选6，0注，单注奖金173元。中国电脑
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17019期
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25、04、12、06、23、08，
蓝色球号码：08。一等奖 4 注，单注奖金
8296217元，。二等奖111注，单注奖金148478
元。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992823572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7022期：3001313030331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7022期：300202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7022期：330000311311

今日
限行 1 6
明日限行 2 7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7019期开

奖结果：1127804，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
500万元；二等奖18注，每注奖金14473
元；三等奖252注，每注奖金1800元。（107
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043期开奖结
果：508 直选：4852（241）注，每注奖金
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
选6：8920（551）注，每注奖金173元。（308
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043期开奖结
果：50834 一等奖：82注，每注奖金10万
元。（2.67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19日空气质量

成都（15时）
AQI指数 233 空气质量 重度污染
优：马尔康、康定
良：西昌、攀枝花、泸州
轻度污染：绵阳、遂宁、内江、资阳、广
元、德阳
中度污染：南充、广安、雅安、宜宾、眉
山、巴中、达州
重度污染：自贡、乐山

20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85—215
空气质量等级 中度至重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部
分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局部城市为良
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局部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大
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杜江茜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2月
10日，在“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到
来前夕，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重拳出
击，推出“维权先‘封’华西-封面3·15
诚信消费在行动”，向消费中的潜规则
叫板，维护消费者的尊严。四大维权
渠道开通多日，反响热烈。

今日，维权渠道将升级，成都市工
商局及成都市消费者协会、四川省食

药监局、成都市食药监局、四川省质监
局将强势加盟。

您的声音，将第一时间抵达相关
部门。

您在消费过程时是否遭遇陷阱？
维权时有什么疑惑？我们的四大维权
渠道将24小时为您开通。您所反映的
问题，我们在分类整理后，第一时间告
知相关部门，并集中给予回复。

一堆采购来的不合格原料，只需一
个假包装、一台封口机，几分钟就被翻
装成了四川知名品牌的假盐假味精。
郫县安靖镇土地村，一个半掩着门的
出租房中，一袋袋假盐、假味精，从这
里源源不断地流入了成都周边的一些
小超市。

当执法人员推开这扇门，一个令人
咋舌的假盐假味精链条浮出水面。老板
王某（女）和一个50岁左右的女工，每天
即可翻装几百包肉眼无法辨别的假盐、
假味精。在现场，执法人员查获原料近
5吨。

19日，记者了解到，生产这些假盐
假味精的女子王某因涉嫌假冒注册商标
罪，已被郫县检方正式批准逮捕。

仿冒名牌食盐
两女子被逮现行

去年12月底，接到群众举报后，郫
县经侦民警曾靖砚和盐政管理所、郫县
市场监管局的执法人员来到郫县安靖镇
土地村，推开了那道半掩着的门。屋内，
两名50岁左右的女子正在将散盐装包，
看到众多执法人员，先是一愣，然后站了
起来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执法人员亮
证后，一名女子连忙解释：“我们只是打
工的，老板不在。”

曾靖砚在现场看到，房间面积约10
多平方米，墙体斑驳，屋内堆满了散盐、
包装袋、箱子。答话女子面前，放着一个
盛着散盐的旧塑料盆，里面立着一个包
装袋。“看得出来，她正在将散盐装袋。”
曾靖砚说，直到这间出租房的房东出现，
这名女子才承认她就是老板，姓王，她们

将买来的散装原料翻装成知名名牌的
盐、味精、鸡精，在此已有两年时间，“一
天可以翻装四五箱”。

据现场清点，这间出租屋共查处假
盐、假味精、鸡精近5吨，主要包川内久
大、国莎两个品牌。现场还发现了封口
机和几万个包装袋。

歪盐流入市场
长期食用危害大

执法人员将屋内制假原料、工具进
行查封，王某则被带回郫县公安局调查。

经查，用来冒充四川久大品牌食用
盐的散装原料为“川晶未加碘食用盐”；
用来翻装国莎品牌味精散装原料为“尹
品味精”、“自流井味精盐”。原料中均未
加碘，均不能流入市场销售。但账单纪
录显示：该作坊翻装的食用盐、味精、鸡
精大多流入了成都周边的小超市。

郫县盐政管理所盐政科科长廖玢
说，一般来说，长期食用未加碘的盐可能
会导致人体碘元素缺乏，容易患上大脖子
病，小孩长期食用，可能会影响智力发育。

19日，记者了解到，生产这些假盐、
假味精的女子王某因涉嫌假冒注册商标
罪，已被郫县检方正式批准逮捕。

暴利驱使造假
翻装后价格翻8倍

在食盐销售的利益分配中，流通环
节占有绝对的优势。记者了解到，普通
食盐出厂后，通常分装成小包装（250
克-500克不等），之后卖给省、市级盐业
公司，并由盐业公司进行销售。

据现场执法的盐政科科长康年介
绍，假盐的原料有可能是从小盐厂流
出。成都盐业公司的相关人员告诉记
者，今年未加碘食盐的出厂价在 800
元左右一吨，而一袋普通的 350 克装
精纯盐的价格为2.5元。这样算下来，
一吨假盐的零售价可以达到 7000 元
左右，“批发价也得超过5000元。”也
就是说，如果拿到出厂的大袋盐，假盐
商贩分成小袋批发、零售，价格直接翻
至原价的8倍之多。“利润达不到那么
多，因为要加上包装、物流的成本，但
即使如此，制售一吨假盐的成本也不
会超过2000元。”

2月18日，四川第五届茶叶开采活
动周活动正式在“中国特早茶之乡”四
川纳溪举行。四川省农业厅副厅长涂
建华说：“这里的特早茶是全国最早的
春茶，纳溪的特早茶正式开采了，也就
是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春茶开采了。”

泸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强说，泸
州抢抓省委、省政府“打造千亿茶产业”
的战略机遇，大力发展优质特早茶产
业，积极推动茶产业规模化、集约化发
展。“目前，泸州全市茶叶基地面积达
41.3万亩、总产量1.9万吨，综合产值
36亿元，建成茶叶万亩示范区10个，市
级以上茶叶龙头企业8家，成功创建中
国特早茶之乡。”

纳溪跻身全省茶产业十强县区
纳溪区委书记徐利说，纳溪特早茶

立足“特早、有机”两大资源禀赋，坚持
“品质、品牌、品味”三大发展理念，突出
“基地、龙头、市场、增收”四个重点，有
力地推动了茶产业的健康、快速发展。

“目前纳溪已建成茶产业基地30
万亩，投产面积达18万亩，实现茶叶综
合产值达到30亿元，带动茶农人均增
收2700元。纳溪特早茶与西湖龙井结

成姊妹茶，获得农业部农产品地理标志
保护认证，成功跻身全国100个重点产
茶县区、全国特色茶旅资源区、全省茶
产业十强县区行列。”

三产融合“喝泸州酒品纳溪茶”
纳溪区委副书记、区长谭荣兵说，纳

溪是“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
“全域旅游示范区”，凭借纳溪良好的资源
状况、田园风光和自然景观，已经把纳溪
打造成为了“全国特色茶旅游资源区”。

“同时，我们以发展特早茶茶庄为
依托，已建成集茶叶种植、茶叶加工、观
光旅游、茶文化展示、品茗等于一体的
瀚源特早茶茶庄、梅岭茶茶庄。下一
步，我们将打造纳溪特色的茶文化、茶
旅游模式；启动建设纳溪特早茶产业园
区，打造中国纳溪特早茶生态旅游综合
体，真正把文化、茶资源、旅游紧密结合
起来；第三就是依托我们茶叶和泸州酒
资源，做到酒茶联合，借助高品质泸州
酒和打造中国酒镇酒庄的机遇，加强纳
溪特早茶产业的发展，真正打造出‘喝
泸州酒 品纳溪茶’的理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华刚
摄影报道

“很多胃肠病患者早期不重视病
情，或者因为害怕做胃肠镜检查，就自
己买药吃，不到医院，结果造成病情延
误、加重、反反复复，慢慢地就从炎症发
展成糜烂、大面积溃疡、息肉、萎缩，甚
至胃癌肠癌，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96111 健康热线李红伟主任说，
一旦出现肠胃不适，还是要第一时间
到正规医院做科学诊治。现在，随着
医学发展，胃肠检查已经进入无痛时
代，比如梦幻无痛胃肠镜，睡一觉，5
到10分钟就检查完了，检查中还能同
时做微创手术，创伤小，恢复快，节省
费用。还有不插管的“胶囊内镜”，只
吃一颗胶囊，就能一次性把食道、胃、
小肠、大肠全部检查完，一点不漏，非
常仔细。此外，还有胃肠体外扫描

（检查息肉、肿瘤、胃肠功能）、碳13幽
门螺杆菌呼气检查、智能胃肠电图
（检查胃肠蠕动力）、MK胃功能四项，
这些都不需要插管，没有任何痛苦，
老人、小孩、心脏病、高血压等患者都
能做。

李主任提醒，如果出现胃痛胃胀、
反酸烧心、口苦口臭、消化不良、腹泻便
秘、黑便血便等症状，应及时到医院做
检查，排除胃肠道重大隐患，早发现、早
治疗。

目前，96111健康热线正开展“胃
肠普查公益活动”，特邀北京、上海、成
都三甲医院知名胃肠病专家；无痛检查
全部半价，疑难胃肠病治疗费、手术费
最 高 援 助 50% 。 预 约 申 请 电 话
028-96111。

喝泸州酒品纳溪茶
中国的春茶2月18日正式开采

肠胃不好别乱吃药胃肠检查不再痛

维权渠道今起升级
工商、食药监、质监三大部门加盟维权先“封”

电话爆料：028-96111
网上留言：下载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客户端，进入互动投诉留言

微博爆料：关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新浪微博后私信发送投诉内容

微信爆料：关注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公众号直接发送投诉内容

四大维权通道
24小时开启

手工翻装无碘盐
冒充名牌获八倍暴利

郫县查获一处“歪盐”黑窝点，两嫌疑人被批捕

正是因为假盐、假味精经翻装后会
带来暴利，少数不法商家将其冒充正规
产品流入市场。那么消费者又该如何
分辨呢？17日，郫县盐政管理所盐政
科科长廖玢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最直接
有效的方法就是选择正规超市，在购买
时，用手轻抚盐和味精外包装上的上下
封口处，假冒的产品上下封口的凹凸感
不一致，遇到这类情况，须谨慎购买。

“正规的盐和味精多是一次性封
口成型，所有封口处的手感相差不
大。”廖玢说，相反，假冒产品一般是购
买假的包装袋，然后自己加入假冒产
品后自行封口，因此手感会有所不
同。此外，廖玢还根据经验，总结了两
招分辨食用盐真伪：一是用手擦拭生
产日期，假盐包装袋上的生产日期是
在制袋时连同图案一起印上去的，字
体清晰漂亮，怎样都擦不掉。二是通
过淀粉或马铃薯进行试验。在食盐购
买回家后，我们可以通过用淀粉或是
把马铃薯切片后放在盐上做简易检
验，若淀粉或马铃薯显现紫色为有碘
盐，不显色则有可能是无碘盐。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柳锋
摄影刘陈平

假盐假味精
封口处手感不一致

王某在翻装歪盐时被警方挡获。

（上接01版）
用笔触和镜头，生动诠释“人勤春来早、

实干正当时”的动人景象，凝聚全省上下谱写
中国梦四川篇章、奋力推进“两个跨越”的强
大力量，这是四川新闻舆论战线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
上重要讲话精神的一个缩影。

一年间，四川广大新闻舆论工作者牢记
职责使命，锐意进取、改革创新、务实担当，取
得累累硕果，更加坚定前行。

铸魂：明使命重担当
党的新闻舆论工作是党的一项重要工

作，是治国理政、定国安邦的大事。去年7
月，全省新闻舆论战线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培训班在范长江故里开
班。国内传媒大腕、业内名家纷纷登台授课，
课堂讲解、现场教学、实地考察、研讨交流相
结合，首批300余名新闻舆论战线的领导干
部和业务骨干扎扎实实“充了回电”。一年
来，全省共举办21期这类专题学习班，完成
对6000余名新闻舆论工作者的培训。

学而信，知而行。全省新闻舆论战线迅
速行动，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
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业务能力建设，让队伍强
起来，作风深下去。一批有思想、有温度、有
品质的好作品层出不穷，一批沉下去、有担
当、业务强的好记者不断涌现。

第26届中国新闻奖的评选中，四川日报
文字消息《629户人的藏乡走出359名大学
生》获得一等奖。“好新闻是用脚走出来的。”
这是获奖记者徐中成的切身感受。一年来，
作为一名长驻阿坝州的党报记者，他的身影
始终活跃在高原藏乡。

“蹲点采访，对于我触动很大，希望通过我
们的采访报道足迹，为大山深处的孩子踏出一
条走出大山的路，让孩子们看看外面的世界，
拥抱他们的未来！”在全国新闻界第三届“好
记者讲好故事”活动中，四川广播电视台记者
李丹用真情讲述打动人心，跻身全国十强。

创新：好故事好声音
今年春节前，一个叫蔡松松的年轻人，

温暖了千万人的记忆。31岁的他，毫不犹
豫跳进寒冷的水库，用自己的生命托举出两
名落水儿童。那一瞬间壮举的背后，有着怎
样的成长磨砺？四川日报派出记者，从蔡松
松的湖北老家到凉山州从军地，从海拔
4000多米的川西高原理塘县，到川南泸县
从警工作一线，丰富细腻的报道，还原了这
位平凡英雄的感人形象与心路历程，引起强
烈反响。

一年来，像蔡松松这样的重大典型和身
边好人，在四川主流媒体的讲述中还有很多，
成为川人川魂的生动诠释。

好故事传递精气神，好声音传播正能
量。一年来，四川新闻舆论战线以习近平总
书记“2·19”重要讲话为指针，紧紧围绕党中
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聚焦“决胜
全面小康、建设经济强省”工作大局，从全面
创新改革“一号工程”到脱贫攻坚“头等大
事”，从构建良好政治生态到建设法治四川，
从芦山强烈地震灾后恢复重建三周年到四川
自贸试验区获批，从第三次G20财长和央行
行长会议到“开放的中国：看四川·看世界”全
球推介活动，精心组织系列重大主题、重大活
动宣传报道，从创新入手，从时效着力，不断
推出新闻舆论的重头好戏。

舆论场上众声喧哗，喊响观点才能唱响
主旋律。四川日报充分发挥评论优势，注重
以及时鲜明的观点凝心聚力、明辨是非。去
年，《攻坚克难就需“挂图作战”》《处理好创新
的“四个关系”》《春节归来话“乡愁”》等3篇
评论文章被人民日报转载，彰显了地方主流
媒体的影响力。

拓展开放传播视野，多方发力搭建外宣
新平台。去年，华西都市报与韩国最富影响
力的媒体之一——东亚日报签订合作协议，
《华西都市报》“韩国版”正式登陆韩国，以每
月4个版的规模，全韩语报道今日四川，媒体

联手的创新之举，受到各方关注。
一年来，四川新闻舆论战线坚定政治方

向、舆论导向和价值取向，以持续不断的全方
位创新，不断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
影响力、公信力。

融合：主阵地新格局
面对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的深刻变化，

面对媒体融合新一轮大考，主力军怎样挺进
互联网这个主阵地，怎样实现从相“加”到相

“融”、加快建设新型主流媒体？
四川日报记者田为有着切身的体验。以

往参加重大主题报道，全程都是通讯、消息和
图片“老三件”，去年他参加川报集团组织的

“不忘初心 走向未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
80周年”全媒体报道，首次当了一回网络主
播。整组报道采用VR全景、视频访谈、网络
直播、H5动画、手绘地图、互动游戏等方式，
图文音视立体呈现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故
事，生动反映长征沿线地区的沧桑巨变，收获
众多网友点赞。

媒体融合，不仅是内容和表达的创新，更
是体制、机制、流程等全方位的改革与重构。
川报全媒体集群以四川日报与川报观察客户
端深度融合为突破口，统筹媒体融合与资源
整合，实现齐头共进；统筹内容创新与技术引
领，实现双轮驱动；统筹流程重构与制度再
造，实现同步深化；统筹团队转型与品牌升
级，实现并行互动，着力构建“党报+党端+党
网”的一体化传播新格局，目前已覆盖千万用
户。

运用新技术、吸引新受众，新定位拓展新
空间。去年5月4日，“中国第一张都市报”华
西都市报融合转型的新面孔——封面新闻客
户端正式上线，以“年轻态、个性化”引人瞩
目，成为全国第二个获得一级新闻资质的主
流媒体所办新闻客户端。从航拍到VR，从
机器人写作到大数据挖掘，强大的技术支撑，
成为封面新闻创新的强劲驱动力。

四川日报记者 张立东 王小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