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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同呼吸
8日空气质量

成都（15时）
AQI指数 49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遂宁、康定、西昌、乐山、眉山、广
元、内江、雅安、攀枝花
良：德阳、绵阳、巴中、资阳、宜宾、达州、广安、
南充、泸州、自贡

9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8—78
空气质量等级 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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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3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7105期开

奖结果：4365782，一等奖0注，二等奖16
注，每注奖金23778元，三等奖249注，每
注奖金1800元。（1720.5万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 17244期开
奖结果：832 直选：3996（214）注，每注奖
金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元；
组选 6：11257（822）注，每注奖金 173
元。（762.4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 17244期开
奖结果：83243 一等奖：42 注，每注奖金
10万元。（2.78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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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德阳市实验小学四年级二班
田雨鑫小小“武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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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名参赛吧

本次大赛由封面新闻主办，华西都市
报联合主办，将面向全国选拔文学新苗，倡
导“说真话、抒真情、真表达、真体验”，塑造
文学新星。

赛事于2017年9月启动，持续到2018年
新春，分初赛（预选）、决赛（冬令营）两个阶
段，凡小学、初中、高中在校学生均可免费报
名参加。

“真性情”作文人气周冠军
喜欢科学和推理

由

9月8日，2017全球创新者
大会(GIC)在深圳拉开序幕。本
次大会为期三天，由中国贸促会、
中国国际商会、APEC中国工商
理事会和B20中国工商理事会
等机构共同主办，深圳市贸促委
承办。会议期间，来自科技、商
业、文化和自然等领域的创新领
军人物，将围绕“智慧的地球”这
一主题展开跨界探讨。四川剑南
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君应
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讲述中
国白酒技术创新领导者剑南春在
传承中创新的经历。

迄今为止，GIC已成功举办
了3届，吸引了超过350名嘉宾
在GIC的舞台上就各领域的高
新科技发表具有启发意义的演
讲。

作为2017全球创新者大会
的战略合作伙伴，剑南春是中国
传统白酒行业中科技含量顶尖的
企业代表。赵君在演讲中表示，

剑南春结合时代科技和需求，在
白酒酿造技艺理论及实践体系建
设领域不断地创新，目的就是为
了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守护纯粮
固态酿造的传统工艺。她强调，
只有最精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

才能守护和传承祖先的味道，而
味道正是中国白酒的灵魂。

在新世纪之初，剑南春就已
开始利用分子生物学技术对酿酒
微生物进行深入探索，取得多项
专利研究成果。在酒体风味研究

上，剑南春研究团队率先使用到
原子力显微镜，研究蒸馏酒酒体
形态，成功获得中国传统固态发
酵蒸馏酒的纳米级聚合体物理形
态特征。其酒体风味设计中心是
中国第一批在整体酿酒工艺与白
酒风味关系的研究机构。

赵君介绍，国家级酿酒大
师、剑南春总工程师徐占成提出
酒体风味设计理论，并被誉为

“中国酒体风味设计学之父”。
在这之前，中国酿酒技艺更多的
是一种“看一下摸一下”的经验
性技巧，在现代工业化生产中缺
乏标准，并不科学。

中国白酒酿造最精髓的工
艺叫做纯粮固态发酵工艺。剑
南春酒体风味设计正是在对纯
粮固态发酵工艺进行了大量研
究的基础上，对用来培养发酵菌
种的曲料进行科学总结，用现代
生物学解析它的关键指标，提高
制曲工艺的技术含量，并制定出

相应的生产标准。
2015年，徐占成总工程师

带领他的团队在对剑南春的老
窖进行分子学生物分析时，发现
了一个新的呈香菌株，命名为生
孢梭菌。这个菌株的发现及创
新应用将大大缩短新窖的老熟
周期。

除此而外，酒体风味设计中
心在粮食的选用上也不断深入
研究。

赵君表示，通过精密研究，
剑南春为其生产的全过程都制
定了精细标准。除了诸多工序
中的工艺指标，一瓶剑南春质量
检测的理化指标也达100多项。

剑南春最古老的窖池有超
过1500年的历史。在充分利用
老窖池的优势基础上，剑南春发
展科学化标准化的生产方式，让
产品品质在任何情况下都屹立
不倒。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刘付诗晨

2017全球创新者大会重磅开幕 剑南春助力为全球创新者喝彩

封面新闻主办、华西
都市报联合主办的

“封面新闻杯”真性
情作文大赛从9月1日开始
以来，收到了来自各地中小
学生热情踊跃的投稿。同
学们的作文所选择的题材
丰富多样，从散文、记叙文、
诗歌、杂文、再到科学小论文
应有尽有。他们用自己手中
的笔尽情抒写自己心声。而
这些作品也受到了来自网友
们热情的投票点赞。自大
赛公布周榜单以来，连续两
日，科学小论文《在液体中沉
浮的樟脑丸》以1388票高居

“真性情”作文大赛周冠军榜
第一名。其作者黄轶鑫来
自成都市胜西小学六年级二
班，他不仅是个科学迷，还是
推理小说迷。

政企合力
确保“课前到书”顺利进行

新华文轩相关负责人介
绍，今年秋季国家统编三科教
材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统一出
版，委托各省区市出版发行集
团组织印刷、发行。

接到统编三科教材出版发
行任务后，四川省各级主管部
门和领导对具体工作进行了部
署并落实到位。省教育厅针对

“课前到书”进行了专题研究，
不仅加快了免费教材政府采购

进程；协调有关部门对教材的
各个环节进行监管和督察，加
快了对地方教材的修订和审查
的进程；还对政府免费采购的
教材书款，及时给予了支付。
另一方面，省发改委对今年教
材的定价和评议教辅的定价，
特别加快了流程。同时，省新
闻出版广电局在教材的发行、
评议教辅的出版方面下足功
夫，为解决新华文轩教材生产
印刷安排和遇到的困难，省新
闻出版广电局积极并协调各级
主管部门和成都市各级政府，

让56家企业全力投入生产，保
障“课前到书”顺利进行。

多措并举
坚持39年“课前到书”

今年“课前到书”的最大困
难，就是三科教材、地方教材重
大修订后的交稿时间延后。据
了解，直到7月21日，仍有105
个品种交稿延后或者未确定交
稿时间，部分稿件要到8月才能
交稿。对于如此严峻的问题，
新华文轩做出了相当有效的应

对机制。“为第一时间获得准确
的教材信息，采用了信息多方
获取渠道，我们形成‘出版社+
采供部+出版印刷公司’为主
线、其他渠道为辅线的通道。
对一个品种的多次教材信息做
好登记归类，为尽早定稿做好
充分准备。”

进入到印刷阶段，新华文
轩特别加强了印制工作规范化
管理，建立责任追究制。对最
为重要的统编三科教材，新华
文轩集优质资源对其进行专门
印刷，集中到规模在省内排名
靠前的7家一类印厂印刷，质量
稳定可靠。而在印刷过程中，
加强质量监控，将质量监管环
节前移。

教材印好了，准时送到学
校，这是兑现承诺的最后一
步。但由于今年教材印刷交付
的时间比往年要晚，加之气候
炎热，自然灾害频发，连续暴雨
路断桥损……为此，新华文轩
物流中心调整内部作业流程，
加大人力投入，采取了多种运
输方式。此外，通过印制平台
预约、QQ预约、短信预约等多
种预约方式，加强入库作业的
计划性和科学性。”截至8月31
日，9500万册教材全部送达省
内各大中小学校。至此，四川
已完成39年“课前到书”。

肖珊珊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杨晓蓓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四川剑南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君进行主题发言。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
第 2017244 期开奖结果：048，单选 1152
注，派奖期间：单注奖金1440元。组选3,
0注，派奖期间：单注奖金500元。组选6，
4531注，派奖期间：单注奖金251元。中
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彩”第
2017105 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09、17、
19、11、28、06、21 ，特别号码：10。一等奖0
注，单注奖金0元。其中：复式投注0注，单
注奖金 0 ,二等奖 15 注，单注奖金 16727
元。奖池累计金额1756344元。（备注：以
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我有一个小小“武教头”，他
是我的发小也是我的邻居，名叫何
竺骏，因为他从小学习武术，身体
倍儿棒，所以他有个亲切的昵称
——“康康”，寓意健康。

为什么说康康是我的小小
“武教头”呢？因为每次我们小伙
伴聚会，康康都会教习大家武术。
起初，看康康练拳的时候一气呵
成，特别轻松的样子，我们都觉得
学武术一定很简单。可到了真正
学习的档口，好家伙，可把我们憋
出了一身汗，只见康康拿着小教
棍，俨然一个武教头，有模有样地
指挥着我们：“手抬高点”、“力道不

够”、“不要转体”、“大声回答”……
好一番折腾。到最后，我感觉自己
浑身的骨头都要散架了，才总算学
会了“抡臂砸拳”。当然，除了教学
认真，我们的“武教头”还特别有教
学方法呢。为了提高大家学习的
积极性，他模仿武校的法子，在学
习结束前搞了一个“成果发布会”，
让我们的爸爸妈妈来检验我们的
学习成果，然后给大家评分。这
样，每个小伙伴都铆足了劲儿学习
和比拼，学习的效果好得不得了！

怎样？我的小小“武教头”厉
害吧，要是你们也有兴趣，可以联
系我哦！

统编三科教材正式启用
四川又一次实现“课前到书”

全国中小学生秋季已正
式开学，孩子们如期拿

到了散发着油墨芬芳的新课本，
开始了全新的求学征程。而这
次的“新”是真的新，因为历经 5
年完成编审的统编三科教材（即
国家统编道德与法制、语文、历
史教材）正式启用。

“课前到书，人手一册”，从来
都不容有误。由于三科教材、地
方教材重大修订、评议教辅重新
申报定价、印刷业减产限排，仓储
物流负荷大等原因，今年“课前到
书”的时间空前紧迫，工作尤其艰
苦。作为四川唯一具有中小学教
材发行资质的教育服务机构，新
华文轩在各级主管部门的领导和
支持下，再次打赢了这场“攻坚
战”，9500万册教材，全部在8月
31日前分发到校。

成都市教育局原局长吕信伟
涉嫌受贿被刑事拘留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柳锋）8日，成都
市人民检察院公布了近段时间成都市检察
机关查处的两起职务犯罪案件，其中，成都
市教育局原局长吕信伟因涉嫌受贿被检方
立案侦查，目前已被刑事拘留。

通报称，2017年8月21日，成都市人民
检察院依法决定对成都市教育局原党组书
记、局长吕信伟涉嫌受贿立案侦查。8月22
日，成都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吕信伟予以
刑事拘留。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查中。

人气第一名
喜欢福尔摩斯和贝尔

人气第一名黄轶鑫提交的
作文是一篇科学小论文，在千余
份参赛作品中，他选择的文章体
裁比较特别：对樟脑丸性质的探
究是他在暑假做的一次科学小
实验的实验报告。“由于实验是
自己亲身做的，所以报告写出来
也比较快，差不多用了一个小
时。”妈妈张女士告诉记者。

黄轶鑫不仅学习成绩在班

上名列前茅，爱好也十分广
泛。妈妈告诉记者，他在家里
一直有阅读的习惯。除了跟爷
爷奶奶一起读华西都市报了解
新闻时事外，黄轶鑫还喜欢看
地理、历史、军事题材的书籍，

“最喜欢的就是福尔摩斯探案，
还有贝尔荒野求生系列。”他喜
欢把自己平时听到、了解到的
新闻、故事写在自己的作文里，

“他还写了一本关于古墓探险
的小故事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峥

开学时拿到课本的孩子们。

暴雨洪水，再艰难的道路也
挡不住文轩人送书的步伐。

姓名 票数
黄轶鑫 1388
康 瑜 798
杨翰林 773
杜浩凌 687
冉李冰清 537
李书晗 446
唐诗媛 428
寇 准 345
杨程媛 340
王 爽 270

“真性情”作文大赛

周榜单
（截至9月8日18：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