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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起，种植牙补贴惠及市民
看种牙直播，领家庭口腔礼包

为提高市民口腔健康水平，12月起，口腔
公益普查惠及蓉城市民。此轮口腔健康普查
行动专门下发“家庭口腔健康礼包”，提供了
免费的全套口腔检查，牙病治疗、口腔保健等
项目均可享受免费或补贴优惠。市民可拨惠
民专线028-96111，报名享补贴！

报名享以下种植牙补贴
1、种植牙半价补贴。12月23日为种植

牙专场补贴日，拨热线028-96111申请半价
种牙名额，报名观看知名医生做种植牙的全
过程，领300元种牙补贴！

2、种植牙专项补贴。含进口种植体、基
台、牙冠在内的整颗牙齿，花更少钱种好牙。

另，23日种牙直播现场，有电饭煲、电吹
风、按摩仪等实用好礼相送！

缺牙修复想省钱？种4颗恢复全口牙
种植牙稳固、美观、舒适，使用时间长达

40年甚至更长。多颗、半口、全口缺牙市民，
可选择种植2颗恢复半口，种植4颗恢复全口
的覆盖义齿修复，种少量的牙恢复口腔咀嚼
功能，经济又实惠。

倒计时！抢观看种牙直播名额
此轮现场活动报名已进入倒计时，如果

您对种植牙手术还有任何疑虑，可拨打电话
预约观看直播。直播知名口腔医生亲自为缺
牙者手术，让市民深入了解种植手术全过
程。想申领健康礼包、种植牙补贴的市民，均
可致电惠民专线028-96111报名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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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7149期开奖
结果：9417116，一等奖 3 注，每注奖金
2795544元；二等奖23注，每注奖金8794
元；三等奖 215 注，每注奖金 1800 元。
（100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346期开奖
结果：103 直选：3401（147）注，每注奖金
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
选 6：5228（245）注，每注奖金 173 元。
（642.6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346期开奖
结果：10390 一等奖：14注，每注奖金10
万元。（2.28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12月19日上午，由宜宾市人
民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
战略研究院主办，宜宾市委宣传
部、中国人民大学长江经济带研究
院承办的2017中国国际名酒文化
节·长江经济带大论坛在宜宾举
行。下午，由宜宾市人民政府主
办，宜宾学院、四川理工学院、宜宾
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宜宾市博
物院共同承办的2017中国国际名
酒文化节五洲酒韵·酒文化鉴赏会
举行。

在长江经济带论坛中，与会名
家学者展开多视角多维度研讨，为
宜宾新一轮大发展提供全方位的决
策咨询和智力支持。在五洲酒韵·
酒文化鉴赏会中，名家、学者贯穿古
今，全方位追溯酒文化的历史，充分
展示了世界与中国的名酒之韵、美
酒之魅，为宜宾酒文化发展提供了
战略思考和实践指导，精彩的演讲

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激烈的掌声。
宜宾在新一轮大发展中如何

做？请看名家支招。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隆国强:

对于宜宾来说，一个是传统产
业进一步做强，需要更加优质化。
在整个四川，特别是在宜宾，很多
酒类企业进一步提升的空间是很
大。从整个产业来说，还要进一步
来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提升质
量。二是品牌化。三是更长远的
国际化?。所以，传统产业进一步
提升的空间还很大。

产业应该多元化。除了传统
创业的转型升级提升以外，还有
一个就是新兴产业。产业之间不
是相互争夺资源和空间，完全可
以容纳，更多的是相互之间会形
成相互支撑的关系。一个地区的

发展，不仅要紧紧盯着产业发展
的趋势，更要通过改善自己的营
商环境，企业才可能会选择到这
个地方来。

改革杂志社执行总编王佳宁：

宜宾的优势包括长江流域首
个区域中心城市、成渝城市群重要
区域中心城市、长江上游和四川省
的重要经济增长极。建议宜宾的
发展高度衔接深度融汇党中央国
务院重大决策，体现政策实施的契
合性；需服从整体，合作共赢，吻合
战略取向的开放性；需要统一布
局，分类指导，明晰区域政策的匹
配性；需对接重庆四川自由贸易区
的功能定位，进一步释放开发开放
活力；需借鉴两江新区天府新区做
法等；需援引新兴智库的思想和策
划，推进市委市政府决策的民主化
和科学化。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
研部主任祁述裕：

文化产业正在成为国民经济
的支柱产业，并已经成为经济增长
的新动能和新引擎，成为创新创业
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当前文化产
业的五大特别分别为集聚发展、数
字化发展、融合发展、特色发展和
共享发展。其中集聚发展呈现出
企业集聚、项目集聚和要素集聚，
而构建文化场景的五个要素包括
社区、生活文化设施、人群、文化活
动和表达的意义价值。

宜宾文化产业的发展应考虑
培育文化内生动力，可以以酒文化
为主题，以时尚活动为载体，建设文
化场景，构筑特色文化产业链，构建
众创空间，将文化产业支持重点前
移；构筑文化产业新业态，抓住新媒
体，跟踪新业态，借船下海，文化特

色，提升城市艺术魅力，重视城市文
化形象的塑造和借力发展；塑造城
市文化形象，扩大城市影响力，推动
公共艺术活动，彰显城市传播，多
途径提升城市知名度。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
研究所所长金元浦：

发展的过程中，要抓住两个
点。一个是文化的高点，另一个是科
技发展的高点。把文化与科技高度
融合，将会对整体的发展产生进一步
的影响。也就是说，宜宾未来的发展
要把文化充分的发展，充分把创意加
进去进入原创阶段。另一个方面，要
把高科技引领的一部分企业，迅速让
它和文化融合在一起，才有更高的发
展的空间。二者的融合，将会构成宜
宾未来发展的美好前景。

张春元 权钰彬 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 伍雪梅

名家齐聚历史名城共话宜宾现代发展
长江经济带大论坛、五洲酒韵·酒文化鉴赏会昨日在宜宾举行

马尔康 晴 -6-13℃ 多云 -4-17℃
康定 晴 -1-9℃ 晴 0-13℃
西昌 晴 4-15℃ 晴 4-21℃
攀枝花 晴 5-18℃ 晴 6-22℃
广元 晴 -2-13℃ 晴转多云 0-16℃
绵阳 晴 0-13℃ 晴 1-16℃
遂宁 晴 0-13℃ 晴 2-18℃
德阳 晴 -1-15℃ 晴 0-17℃
雅安 晴 1-16℃ 晴转多云 3-18℃
乐山 晴 1-15℃ 晴 3-18℃
眉山 晴 0-15℃ 晴 0-18℃
资阳 晴 0-14℃ 晴 1-18℃
内江 晴 0-14℃ 晴 1-19℃
自贡 晴 1-14℃ 晴 3-18℃
宜宾 晴 2-15℃ 晴转多云 4-19℃
泸州 晴 1-14℃ 晴转多云 3-19℃
南充 晴 0-13℃ 晴 2-18℃
广安 晴 1-13℃ 晴 2-19℃
巴中 晴 0-12℃ 晴转多云 2-17℃
达州 晴 0-13℃ 晴 2-14℃

19日空气质量

成都（15时）
AQI指数 115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攀枝花、康定、西昌
良：、内江、雅安、泸州、绵阳、眉山、广元、
巴中、宜宾、乐山、资阳
轻度污染：自贡、遂宁、德阳、广安、南充、
达州

20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25—158
空气质量等级 轻度污染至中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南部部分、东北部局部城
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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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米小街藏闹市
五家小肉铺定制年货忙

“我的香肠今天装得出来不？”
“今天忙，有点悬。”“麻烦你尽量赶
快嘛，就挂在你这儿。”

19日上午10点过，李女士来
到龙王庙正街一家肉铺门口和老

板商量着，确定好拿到香肠的时
间，又匆匆离开了。

这条街几家店都是老店，而李
女士每年定做的香肠，除了自己
吃，还要送给在外地的朋友。

店铺老板娘姓沈，自1997年
从老家江苏来到成都后，在龙王庙
正街开肉铺已经20多年。“今年香

肠卖17元一斤，许多老主顾都是几
十斤的买。”一边说着话，手上的活
计一直都没消停过。

沈大姐家制作的香肠主要有
麻辣味、广味和怪味。麻辣偏辣，
广味偏甜，怪味咸辣甜味道兼有。
购买香肠的顾客中，喜欢麻辣味和
广味的人相对较多。

十道工序灌香肠
每店每天备肉数百斤

每天要卖几百斤香肠，那到底
要杀好多猪呢？19日上午，记者走
访龙王庙正街多家肉铺得知，一家
肉铺子，每天光是做香肠，至少需
要一头猪。

“每天是至少要杀一头猪来做
香肠嘛。”和沈大姐一家一样，老家
德阳的卿先生也在龙王庙正街开
肉铺子许多年了。19日上午，他正
和妻子一起在店内制作客人预订
的香肠，因为忙碌，还请了一位朋

友帮忙。
卿师傅一边忙着手里的活

计，一边介绍了香肠的做法：川
味香肠一般采用猪的前夹肉或
者后腿肉，根据顾客需要挑拣肥
瘦，先将肉去皮切片，再用绞肉
机将肉绞成肉丝，调入花椒面、
辣椒面、盐巴、白酒等多种调料
并混合均匀后，用灌香肠的机器
把肉灌入小肠中。灌装好后将
香肠灌装完毕挂起来拴成节，挂
在通风处大约 15 天时间。风干
后放入冰箱内冷冻，大约可以放
置一年。

这头，店家们正忙得热火朝
天，那头，老主顾们一边等待，一边
就香肠这一话题拉着家常。“就怕
他们要搬走。搬走咋办？”“咋办，
有电话噻。”聊着天，一节节香肠又
挂了出来。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见习记者
戴竺芯 记者 杨雪 摄影 柴枫桔

你知不知道
春熙路旁深藏“香肠一条街”
封面新闻直播灌香肠，74万“吃货”强势围观

每年农历10月初
至春节前后，是四川人
灌香肠、腌腊肉的时
节。在成都春熙路闹
市旁的龙王庙正街上，
聚集着五家灌香肠、腌
腊肉的小铺子。百米
长的街道，每家肉铺的
店门口都挂满了红彤
彤的香肠、黄澄澄的腊
肉。——这就是远近
闻名的“香肠一条街”。

你晓得不，这条街
上的肉铺子，一个店每
天做香肠都要用掉至
少一头猪！这些猪肉
都是怎么变成香肠
的？麻辣味卖得好还
是广味卖得好？咋个
做成的？12月19日上
午10点30分，封面直
播 2 名美女主播带着
好吃嘴儿们的疑惑走
进香肠一条街，揭开川
味香肠的美味秘密，全
网共计74.2万“吃货”
强势围观。

用伪造户口簿在房管局“碰运气”

为68人买到房
成都一中介公司动“限购”歪脑筋被查处，6人涉案被抓获

“我们公司在公
安局、房管局都有关
系，只要你给钱，没有
户口也能帮你在天府
新区买到房。”随着成
都房屋限购升级和入
户新政出台，市面上
常有中介公司向不具
备资格的买房客进行
推销。

19 日上午，成都
市公安局天府新区分
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通报了两起伪造天府
新区户口的典型刑事
案件。其中一家中介
公司通过伪造户口
簿，先后在天府新区、
高新区等地为 68 人
购买住房。

案发

房产备案
牵出假户口簿“一条龙”

8月30日，天府新区公安分局
通济桥派出所接天府新区房管部门
电话报警：一名男子利用假户口簿为
没有购房资格的他人办理房产备案。

民警将该人带回派出所调查，

很快查明该冯姓男子确有利用伪
造的户口簿为没有购房资格的他
人办理购房的犯罪行为。

冯某向警方交代，他是成都壹
加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员工，公司
的负责人是沈某和柏某某，是公司
授意让他利用伪造的户口簿为没
有购房资格的人办理购房。该男
子同时透露，目前成都市场上，有
人专门介绍这种生意并提供伪造

的户口簿。
天府新区公安分局对此案高

度重视，分局相关警种密切协作，
经过快速排查，突出了四名嫌疑人
的身份。9月1日凌晨，刑侦支队
等一举将涉嫌伪造、买卖国家机关
证件、印章罪的沈某、柏某某、马某
抓获归案。

经审查发现，沈某和柏某某于
2017年初成立壹加亿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柏某某任企业法人，沈某
任总经理，主要从事代为办理个人
贷款等业务。2017年3月起开始
实施伪造印章证件的犯罪行为和
利用伪造的户口簿为没有购房资
格的人办理购房的犯罪行为。

一家中介
竟为68人“碰运气”成功

警方查明，壹加亿企业管理有
限公司业务员通过二手房屋中介
获取客源，然后将客源信息经手机
短讯或微信发送给沈某，沈某再将
该信息发给马某，马某再转发给张
某制作假户口簿。假证制好后再
返回给最初的业务员，由业务员带
领买卖房屋的客户到房管部门利
用假户口簿“碰运气”进行房产过
户。

据马某交代，其利用伪造的户
口簿为没有购房资格的人办理购
房获利50万余元；柏某某交代其知
道，公司总经理沈某以2万至5万
元人民币不等的价格用伪造的户
口簿为没有购房资格的人办理购
房，从中获利。

9月21日，另一名关键的犯罪
嫌疑人魏某被抓获归案。经调查，
本案6名犯罪嫌疑人通过伪造国家
机关证书的方式先后为68人在天
府新区、高新区等限购区域购买住

房，现已核实收缴18本户口簿，其
余的调查核实工作还在持续推进
中。警方介绍，涉案的6人已移送
双流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

本案中已经购房成功的68人，
是否也将追究法律责任，交易已经
完成的68套房产接下来该如何处
置？警方表示，案件还在进一步侦
办中。

警方正告
不法之徒尽早悬崖勒马

为落实成都市党代会提出的人
才优先发展战略，今年7月19日，成
都正式发布“成都人才新政12条”，
推行“先落户后就业”的落户政策，鼓
励青年人才“零门槛”来蓉创业就业，
明确45岁以下具有普通全日制大学
本科及以上学历的青年人才，持学历
证件来蓉即可申请办理入户手续。7
月20日，成都正式进入全日制大学
本科生“零门槛”落户时代。截至12
月15日，天府新区人才落户已经达
到47960人，占成都人才落户总人数
的45%。

成都市公安局天府新区相关负
责人介绍，成都天府新区对人才的凝
聚力和吸引力进一步得到增强，但优
厚的条件也招来了利欲熏心者，由于
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是住房限购的
重点区域，有人冲着这个区域的美好
前景，不择手段地购买房产、办理入
户，成都市公安局天府新区分局正告
一切妄图以造假蒙混过关的不法之
徒：尽早悬崖勒马、投案自首！对胆
敢以身试法者将继续认真查处、严厉
打击。同时，我们将深入贯彻“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才优
先发展战略，继续做好人才落户相关
服务工作，欢迎全国广大青年人才来
蓉创业发展。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
逢春 摄影报道

案情

涉案的伪造户口簿。

龙王庙正街被称为成都的香肠一条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