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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冷暖

成都（1时）AQI指数 117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西昌
良：攀枝花、康定、广元、绵阳、德阳、巴中
轻度污染：雅安、乐山、宜宾、达州、遂宁、
南充、泸州、资阳、眉山
中度污染：内江、自贡、广安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75—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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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地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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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中度至重度污染，
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大部城市为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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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日空气质量预报

18日空气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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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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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018期开奖
结果：174 直选：3425（197）注，每注奖金
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
选6：10185（634）注，每注奖金173元。
（706.2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018期开奖
结果：17411 一等奖：37注，每注奖金10万
元。（2.22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8018期开奖结果：810，单选546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
1429注，单注奖金173元。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18008期开奖结果：
红色球号码：05、09、17、12、10、19，蓝色球号码：
13。一等奖11注，单注奖金6571365元。二等
奖144注，单注奖金150043元。下期一等奖奖
池累计金额427643568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8005期：
333313130310*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8006期：
3100313031310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8006期：
02303012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8006期：
003330330101

足
彩

“新百伦”
“新佰伦时代”
“新百伦中国”
“新佰伦领跑”
“美国新百伦”
……

记者发现，在春熙路，一共有至少6
家相类似的“新百伦”扎堆在一起，它们
分别是“新百伦”、“新佰伦时代”、“新百
伦中国”、“新佰伦领跑”、“美国新百
伦”、还有“New Balance”，这几家的
店面相距不过百米，装修风格大同小
异、鞋子款式如出一辙，就连导购咬定
自家是“正牌”的语气，都一模一样。

其中，在红星路广场上搭棚售卖
的“新百伦”很接地气，199元的特价
吸引不少市民驻足，诸如“正宗新百
伦”、“新百伦（中国）官方授权”的标
识随处可见，配色不同的鞋，在这里
统一称为“New Bolune”。“我们是
根正苗红新百伦。”导购十分热情，

“是官方授权的呢。”
距离“新百伦”100米处，“新百

伦时代”的招牌分外扎眼，走进店内，
相关专利证书被挂在最显眼的位
置。“新百伦时代美国有限公司授权”
被印在每双鞋的吊牌上。和其它的

“N”字头不同，新佰伦时代的Logo
是“N”中夹个“M”，但这些细微差

距，却被隐藏在不同颜色拼接的外形
中。“有啥不同？没啥不同。”一位顾
客耸耸肩道。

同样是“N”字头，新百伦中国的
缩写是“New bunren”，“总统慢跑
鞋”被印在每双鞋的吊牌上。“我们
是美国总统跑步专用鞋。”导购强调
道。就在“新百伦中国”隔壁，“新百
伦领跑”打起了“买一送一”的价格
战，相比之下，“新百伦领跑”的logo
更简单，为“New BailunLP”。

而在春熙路银石广场，来自美国
的“New Balance”店内，导购介绍，
在该品牌标志性的蓝色鞋盒上，并无

“新百伦”中文标示，商标都是英文
“NEW BALANCE”。

事实上，“NEW BALANCE”在
上世纪90年代进入中国市场，为了入乡
随俗，中文名译为“纽巴伦”，不过“纽巴
伦”中文商标已经被国内鞋业公司抢
注。后来，“NEW BALANCE”又将
中文标识改为“新百伦”，不过，“新百
伦”商标权已在广东一鞋企手中。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李媛莉）带
着年过九旬的奶奶上大学，成都大学
学生刘琳成为“网络红人”，正能量满
满的她赢得了“中国好孙女”“最美女
大学生”等称号，并经华西都市报推
荐成功入选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
2017年度十大正能量人物评选”，成
为全国50个候选正能量故事之一。

1月18日，这个“暖心girl”再次出
现在大众视野时，她迎来了两重喜：
第一重，她被评为第三届“龙泉好
人”，第二重，还没毕业的她获得了成
都龙泉驿区某银行的预聘书。

第三届“龙泉好人”颁奖典礼上，
包括刘琳在内的100名“龙泉好人”受

到表彰。2017年7月龙泉驿区启动第
三届“龙泉好人”评选表彰活动，经各
级各部门推荐、审查、初评、专家投
票、公示等阶段，最终产生敬业奉献、
助人为乐、孝老爱亲、诚实守信、见义
勇为五大类100名“龙泉好人”。他们
当中有身患残疾，却精心照顾病父，
毅然扛起家的残联专干易杰；有因为
一句承诺，48年如一日，义务守护北
周文王碑的肖太发；有自己不会游
泳，却依然奋不顾身下水救人的72岁
婆婆陕书琼；有积极参加对口援藏，
带着妻子到海拔3400米的甘孜县支
援当地卫生工作的张德梧……

颁奖典礼同时为10名“最有故事

的好职工”进行了颁奖。据了解，“最
有故事的好职工”是从100名“龙泉驿
好人”中确定具有职工身份的好人作
为初步候选人，通过网络投票和专家
评审评选而来的，目的是鼓舞大家以
积极向上的心态，对待工作和生活，
共同建设美好城市。

无论是“好人”还是“好职工”，他
们都是众多最美龙泉人的典型代表，
也是龙泉驿区精神文明建设丰硕成
果的最好见证。2010年，龙泉驿区正
式启动了“龙泉好人”创评活动，随后
还衍生出“学习身边雷锋、争当龙泉
好人”为主题的“十百千万”创评工
程。

成都围剿“变形”商标
春熙路一家“新百伦”暂停营业

四川残疾人
可领旅游年卡
游全国500景点

凭一张卡就能免费观光游览全国500家
知名景区，这种好事马上就到四川持证残疾
人和陪护人员的手上。

1月18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从
四川省残疾人联合会获悉，去年11月中国残
疾人联合会发布称，将给全国各地的持证残
疾人发放相关企业赞助的7000万张旅游年
卡，凭卡可实现全国500家知名景区的免费观
光旅游。

现在，有600万余张这样的旅游年卡来到
了四川，即将分发至持证残疾人、残疾人亲属
及残疾人工作者手中。据了解，所发放的旅
游年卡为电子卡，领取人必须准备一部具备
上网功能的手机，领取到卡号和密码后，须在
2018年2月10日前通过微信公众号激活并绑
定个人信息后才能使用。

凭这张旅游年卡，持卡人在全国可免费
观光旅游的景区景点共500个，其中四川有
17个，包括星级景区和特色景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媛莉

山寨货的出现，也第一时
间引起了政府部门的注意。

1月18日下午，成都市锦
江区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
兵分两路，开始对春熙路商圈
的运动鞋进行质量抽检。“此
次抽检没有指定品牌，完全随
机。”跟随执法人员的脚步，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进入
抽检现场。

记者统计发现，除了广为
市民熟识的阿迪达斯、耐克、
特步等运动品牌外，此次抽检
也选择了部分“新百伦”系列
产品。在“新百伦领跑”鞋店
中，执法人员随机选择了一款
门店内热销的鞋型，并以进价
购买了两双，贴好封条和抽检
标识后，又封存了两双同款运
动鞋。

一位执法人员向记者介
绍，在给运动鞋抽检时，除了
购买两双外，还将封存两双，
在检验结果出来之前，店铺不
得将封存的运动鞋进行销

售。待商家收到检验结果后，
若产品质量合格，可继续销
售，若不合格，则同款运动鞋
将下市。

记者注意到，执法人员来
到每一家店铺时，都会告知店
员此次抽检并非指定品牌，而
是随机制。

下午4点，执法人员来到
春熙路东段的“美国新百伦公
司”鞋店，店招上清晰写明

“USA XIN BAI LUN
LIMITED”。进入店铺后，可
看见不少年轻顾客正在选
购。记者观察了一圈，发现该
品牌销售的鞋子，除鞋面上

“N”的下方多了一条不明显
的横线外，款式与春熙路上其
余“新百伦”系列大同小异。

值得一提的是，除鞋面具
有“N”元素外，店铺内还陈设了
多 款 和“stan Smith”、

“yeezy”等相似的爆款。然而，
就在执法人员随机对鞋子进行
抽样时，尴尬的一幕发生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殷航杜江茜 摄影报道

对于很多人来说，
春熙路就如同成都的一
张城市名片。作为成都
知名度最高的道路之

一，它在过去几十年间，一直是成都
乃至四川时尚、购物的代名词。

这两天，春熙路出现的山寨货
在社交平台上火了起来，也引发网
友们热议。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熙熙攘攘的商
业街上，因为觊觎这里的人群如织，
少数不法分子动起了歪脑筋，“变
形”了的商标从保温杯到衣服鞋子
时有出现，仅“新百伦”系列就有各
不相同的6家店铺。

1月18日，成都市工商局召开
专题会议研究，明确要求不能让个
别不法商家破坏“春熙路”这张成都
名片，辖区市场监管部门要立即开
展执法行动，加大执法力度，让春熙
路的消费环境回归“放心、舒心”。

当日下午，成都市锦江区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局启动对春熙商圈
所有运动品牌的抽检，其中包含多
家“新百伦”系列店铺。在一家名叫

“美国新百伦有限公司”的店铺中，
执法人员发现该店铺所售卖的所有
鞋型，均未贴出鞋子的执行标准，当
即被暂停营业。

除了“新百伦”系列，在春熙路商
圈内，还有类似情况。

“老板，这个杯子是日本虎牌
哇？”“我们是中国虎牌！”在银石广场
门口，一家名为“HOT TIGER”的品
牌搭起了促销台，该品牌的标识是一
只老虎头像。记者走进发现，这个以

“超轻杯”为销售卖点的品牌，主要售
卖保温杯，其价格在百元以内。

在售卖的保温杯中，可以看见日
本虎牌“同款”。销售告诉记者，

“HOT TIGER”热水壶保温效果约
10小时左右。

就在该品牌斜对面，另一个展销
台内，正在卖“TIGER SPOOR”的运
动鞋。商家也打出买一送一的促销
广告来招揽顾客。记者看见，该品牌
的 运 动 鞋 ，长 相 与 日 本 品 牌

“Onitsuka Tiger”大同小异，如果
不看标识，基本分辨不出有何异样。

离该品牌约20米，一个黑色的
零售屋伫立在红星路广场正中央。
硕大的广告牌上清晰画着该品牌的
LOGO 和 品 牌 名 字 ——“BOY
LONDOU”。记者走进发现，该品牌
的logo为一只站立的老鹰。一件卫
衣的吊牌价格为1100元左右，折后
约500-600元之间。

“美女，你们这个衣服和‘BOY
LONDON’是一家哇？还是两个牌
子？”店内，有顾客向导购发问。该导
购说：“BOY LONDON是英国版，我
们BOY LONDOU是韩国版。”

记 者 查 询 发 现 ，“BOY
LONDON”的确分英韩两个版本，但
品牌名字均为“BOY LONDON”。

还没毕业就收到预聘书还成为“龙泉好人”
“中国好孙女”刘琳双喜临门

李逵OR李鬼 6家“新百伦”扎堆春熙路

山寨货凶猛“BOY LONDOU”是什么鬼

一名执法人员拿着“美国
新百伦公司”的鞋子反复研
究，抛出了自己的疑问。“你们
鞋子合格证上的执行标准咋
个不对呢？”

听到执法人员的质疑，店
员们摇摇头，答不出来。

该执法人员告诉记者，一
双鞋进入销售市场前，必须在
合格证上标注其执行标准。
所谓执行标准就是该双鞋的
生产标准，也就是抽检时可采
用的依据，譬如鞋的感官质
量、耐磨性能、外中底粘合性
能等。通常来说，一般运动鞋
的 执 行 标 准 都 为“GB/T
15107-2013”，适用于一般穿
的运动鞋、练习鞋、散步鞋、慢
跑鞋等。

“但‘美国新百伦公司’的
鞋子上，其执行标准一栏中，
标注的并非生产标准而是标
识标准。”他告诉记者，标识标
准，就是指这是一双鞋，但并
没有标注出该鞋适合哪种抽

检模式，“但生产标准不明晰，
并不能代表鞋子的质量有问
题，在没有拿到抽检报告时，
只能说它的标识不完整”。

另一位执法人员向记者
透露，生产标准有很多，除国
标外还有企业标、地方标，但

“美国新百伦公司”的鞋子上
均没有标注，“这个肯定是要
整改的，现在就要暂停营业，
要把质量标准补上”。同时，
该执法人员还介绍，鞋子上没
有标注生产标准，也有可能是
鞋厂或鞋商在打标准的“擦边
球”。

“没有注明生产标准，我
们拿着这个鞋就不能以运动
鞋的标准来抽检。”他说，虽然
看上去像运动鞋，如果抽检不
合格，或许商家会说这个鞋并
非运动鞋，而是布鞋，其抽检
标准又不一样。

下午5点，“美国新百伦公
司”开始清空顾客，并拉下了
卷帘门。

抽检春熙商圈 全部运动品牌

疑打“擦边球”店铺暂停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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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法人员对春
熙路商圈中的运动
鞋进行抽检。

“美国新百伦公司”被暂停营业。

买一送一的店招。

刘琳获评“龙泉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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