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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冰清

成都（15时）
AQI指数62 空气质量 良
优：绵阳、西昌、攀枝花、康定、巴中、
广元、眉山、马尔康、乐山、宜宾、雅安
良：资阳、内江、遂宁、广安、泸州、德
阳、自贡、达州、南充

10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57-87 空气质量等级 良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
染，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11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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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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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廉洁国土”
蒲江县国土局全面落实从严治党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为聚焦中
心任务坚决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紧盯
国土资源管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蒲江
县国土局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为
建设县域经济提供国土资源保障。

党员干部主动担当起党风廉政建设
的领导者、执行者、推动者，带头抓、仔细
抓、从严抓，确保主体责任落地生根。各
班子成员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层层签订
责任书，并坚持反腐倡廉与业务工作同部
署、同落实、同检查。

以筑牢廉洁意识为基础，以制约监督
权力运行为核心，优化“不想腐”的意识形
态，健全“不能腐”的制度机制。蒲江县纪
委会同国土局坚持正面引导与警示教育
相结合，引导党员干部心思和经历凝聚到
主动讲党性、守纪律、争一流上来。

严格落实“八项规定”和省、市、县相
关实施意见和实施细则，加强财务管理，
公务接待实行事前审批、事后审签，厉行
节约，严控支出。扭住“四风”不放，密切
注意新动向、新表现，紧盯五一、中秋、国
庆等重要节点，发送廉政短信提醒，加强
检查，防止反弹。

蒲江县国土局相关负责人透露，今年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将重点抓好
五项工作：强化责任意识，严格落实“两个
责任”；抓好日常教育管理，强化纪律意识
和规矩意识；严明党的各项纪律，进一步
强化执纪监督问责；坚持贯彻“八项规
定”，持之以恒纠正“四风”，改进工作作
风；加大预防腐败工作力度，保持惩治腐
败高压态势。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8006期开
奖结果：5503450，一等奖0注；二等奖7
注，每注奖金38981元；三等奖88注，每
注奖金1800元。（409万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154期开
奖结果：031 直选：2086（224）注，每注奖
金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
元；组选6：5929（515）注，每注奖金173
元。（910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54期开
奖结果：03115 一等奖：5注，每注奖金
10万元。（2.35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
果为准）

保管成都点滴
温度23℃，相对湿度60%，这

是成都市档案局（馆）库房的“标
配”数据。

在这个恒温恒湿的密闭空间
里，一列列规格统一的密集架“严
丝合缝”。外表虽无异，但这一个
个密集架都装有不同内容。

为了方便管理和取用，每份文
件都有自己的类别单位和专属编
号。据了解，要是把档案馆整个排
架全部合拢，足足有13000米长。

成都市档案局（馆）内保存的
档案主要为成都市级单位的文书
档案和部分专业档案，还有老成都
时期涉及成都商会、银行、学校、企
业等多领域的档案。

2017年成都市档案局（馆）共
接收档案73939卷，815221件。而
2018年计划接收23家单位、11800
卷、23000件档案进馆。并继续完
善“政策推动、部门联动、社会发
动、个人主动”档案征集联动机制，
加强特色档案征集。

数据显示，2017年，成都全市
综 合 档 案 馆 共 服 务 档 案 查 询
144459人次，利用档案503166卷
（件）次。同时，成都市档案局（馆）
也与7个兄弟城市档案馆建立了档
案异地跨馆利用服务工作机制。

为适应信息化、网络化、智能
化的发展，成都市档案馆2018年
计划完成馆藏档案340万页全文数
字化加工和2万条文件级条目录
入。并计划启动成都档案信息资
源共建共享工程，做好成都档案信
息资源共享平台推广试点工作，实
现“一站式”档案信息查询服务。

唤醒成都记忆
一份档案，也是历史有力的凭证。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在

通讯技术并不发达的年代，书信通
讯，字字金贵，戚戚情深。2017年
4月，由成都市档案局（馆）策划创
办，以“品读档案 爱我中华”为主旨
的档案文化品牌“读档时光”沙龙活
动第一期在市档案馆成功举办。

本期活动以“红色家书”为主
题，翻开档案，活动现场诵读了革
命烈士刘伯坚，抗战士兵刘绍臣、
袁楷的家书。用最平实的情感讲
述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档案
故事，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

“档案绝不仅仅是文件，”成都
市档案局（馆）相关负责人说，“就
好像这一封封家书，见证的也是那
段残酷的岁月。”其告知，档案馆还
珍藏有距今287年的清雍正地契，
1940年成都及灌县（都江堰）的影

像，百年中医的处方……这些以不
同形式存在的档案，沉淀着城市文
化，延续着成都人的独家记忆。

为了发挥它们的价值，2018年
成都市档案局（馆）按照成都市委
市政府“全面落实年”十项措施工
作部署，提出“116工作计划”，全面
实施资源共享、馆藏“唤醒”、服务
提升、对外交流、固本强基、招才引
智“六大工程”，调整现有馆藏供需
结构、收集更多与人有关的东西，
并增强对外开放交流。

除了上述提到的“读档时光”
活动，2018年，成都市档案局还将
积极对接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
馆、省档案局（馆），深入挖掘红色
档案资源，拟筹办“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主题档案文献展览，充分发
挥爱国主义基地教育作用。围绕
党风廉政建设，联合纪委和双流区
举办“天府文脉·家风传颂——档
案文化展”等，深度挖掘成都文化。

传播成都声音
成都作为古代南丝绸之路起

点和当代“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
城市发展的影响力早已不囿于一
城一地，越来越彰显出“世界范”。
在这个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成都市
档案馆也撷取时代洪流中的重要
瞬间，将文化记录，传承。例如今
年6月在成都市机关集中办公区，
一场名为《档案见证 成都与世界》
巡展的举办，正是成都市档案局
（馆）以成都为原点，拓展宣传中外
文化交流的积极作为。

对内宣传重要，但更要让世界
听到来自成都的声音。2017年11
月，在贵州省贵阳市召开的国际档
案 理 事 会 东 亚 地 区 分 会
（EASTICA）全体大会上，成都市
档案局顺利成为国际档案理事会东
亚地区分会的C类（机构类）会员。

“入会是一个切入点和契机，
让我们更好着眼对外交流，服务城
市营销。”成都市档案局（馆）相关
负责人表示，入会后将积极参与国
际档案理事会东亚分会活动，并与
会员国家与地区加强档案业务和
学术交流，宣传成都城市文化。“同
时加强与文化宣传外事部门对接，
积极申办国际性档案会议，探索联
合办展的模式。”据他透露，《成都
故事》和《铭记，为了新中国》等一
些已成功举办的展览等，也将有望
登上国际舞台，成为国内外嘉宾和
社会各界了解天府文化的一个重
要窗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晨

摄影报道

成都市档案局（馆）放眼国际讲成都故事

世界杯官方纪念币遭抢购
而邮票却遭遇升值难

冰火两重天

俄罗斯世界杯开战在即，周边产品已悄然上
线。就在几天前，便有成都市民陆续收到
银行推送的短信，称2018世界杯官方纪

念币已“火热开售”。
就此，记者进行了走访，发现成都不少银行和

邮政网点均已开始了世界杯周边产品预售。对
此球迷们也颇为买账，有人在开售第一天就抢先
下手购买。但与此同时，同属世界杯收藏品中重
要门类的纪念邮票却出现收藏遇冷现象

“三天前我就已经托银行的朋
友帮买了一套俄罗斯世界杯纪念
银币，花了1380元。”距离2018世
界杯揭幕战还有几天时间，成都球
迷易潘（化名）已第一时间购买了
世界杯周边产品。

32岁的易潘是一家创业公司
老板，是有16年球龄的“老球迷”
了。除了准时守候世界杯比赛，
收藏世界杯纪念品也是他的一大
爱好。

易潘告诉记者，收藏世界杯周
边的契机是在2010年，恰逢世界
杯80周年纪念，他在网上下单了
一本纪念画册，画册上一个个精彩
瞬间让人印象深刻。

那年之后的每一届世界杯，
他都会通过各种渠道购买世界
杯纪念品。2014 年托德国球友
买到了德国队领奖 T 恤，花费
近 50欧元。此外还有喜欢球队
的围巾、球衣、抱枕、纪念邮票
等等。迄今为止，他花在世界
杯周边产品上的费用也已超过
万元。

“球迷都是很舍得为足球花钱
的。”他说，所有藏品都是冲着自己
喜欢才买的，也并非都是什么名贵
物品，所以并不关心是否可以升
值，就算以后升值了也坚决不卖。
留着某天翻出来看到了，都觉得是
美好回忆。

据了解，早在1982年西班牙世界
杯，央行就曾发行过面值为1元的世
界杯足球纪念币；1986年世界杯又发
行“控球”、“传球”两枚银币；2006年
德国世界杯，央行发行了面值300元
的纪念银币，但在收藏市场上这些纪
念币并不多见。

6月7日，记者在成都梁家巷收藏
品市场一连问了好几家商户，均回复
没有世界杯纪念币，仅有2家商户有
少量世界杯纪念邮票。

2002年中国首次获得世界杯决
赛比赛资格，为此国家邮政局、香港邮
政和澳门邮局同时发行邮票小全张一
枚。收藏市场一商户小罗向记者展示
了这套《2002年世界杯足球赛》纪念
邮票，面值2.8元人民币、2.8港币和
2.5澳元的各一套两枚，一共6枚。其
中有2枚邮票一反传统邮票长方形版

式，而采用了圆形设计。
“当时一共进了2000多套，才卖

35元一套，现在也才涨到一百多元。”
小罗说，体育题材邮票还是很受收藏者
欢迎，但更多的是奥运会纪念邮票，收
藏世界杯相关邮票的人并不多。相比
其他邮票，该类邮票价格涨幅也不大。

而另一家店老板徐先生告诉记
者，世界杯纪念邮票一般都由主办国
发行，因此市面上相关题材邮票并不
多，而他手里仅有一套1978年阿根廷
发行的世界杯纪念邮票。虽然年代久
远，但这3枚邮票售价仅15元。

“最近两年邮票市场行情不行，这
些邮票都是从一些老集邮家那里整本
收过来的，我们卖的也就是大概估计
的价格。”他说，国内收藏者主要关注
国内邮票，对收藏国外邮票的参与度
较低，也没有明确可参考的市场价格。

事实上，和易潘一样热衷世界
杯周边收藏的人不在少数。记者
走访发现，进入6月，成都市区各
银行网点和邮政网点，2018世界
杯纪念邮币卡都已相继上市。

“估计下周才有实物展出，不
过已经有很多市民提前预订了。”
中国邮政暑袜街支局工作人员介
绍，每届世界杯纪念产品都不相
同，今年除了传统金属纪念币、邮
票之外，还有世界杯纪念银画、球
星卡等共十多个品种，价格从两百
元到五千元不等。

而在位于成都总府路的农行
网点大堂，也已摆出世界杯官方

纪念品宣传海报。记者在写有
“2018世界杯官方纪念币限量发
售中”字样的展板上看到，此次
发售的金、银币套装单套售价分
别为 15800 元和 1380 元。“最近
不少人来问，由于是限量发售，
购买量大需要提前预订。”该网
点工作人员说。

而走访的建行、工行网点虽然
没有贴出宣传海报，但网点人员表
示，6月6日开始便可预约购买世
界杯金银纪念币。“每个网点一两
套，很快就卖掉了。前两天我把预
售信息发到朋友圈，就有好多客户
来询问。”工行一销售经理说。

一份档案，白纸黑字，作记忆的延续，成历史的底稿。
在成都市档案局（馆）里，存放着几十万份这样的凭证，不仅是个人联系过去和未来的纽带，也是这座城市底蕴的积淀。

而未来，成都市档案局（馆）提出“116工作计划”，继续“唤醒”馆藏资源，拂去时间的尘埃，让档案进入大众视野，并要登上国际舞
台讲好成都故事。

三届世界杯花费上万元买周边
球 迷 个 例

限量版纪念币已提前上市
邮 局 银 行

40年前纪念邮票仅售15元
收 藏 市 场

银行发售的世界杯纪念币需预订。

短期升值空间有限投资者应理性购买业界观点/
业内人士指出，体育相关题材藏品

玩家多是一些球迷发烧友，而网上一份
《2017欧洲足球俱乐部中国球迷画像报
告》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球迷群体平均
年龄为23.42岁。对这些年轻人来说，
世界杯主题球衣、球鞋、专用足球、世界
杯特制饮料罐等周边产品更具有吸引
力，世界杯集邮爱好者则相对较少。

四川省集邮现代、开放类研究会会
长邓贤荣介绍，每一届世界杯发行的邮币

卡会根据市场的声音来平衡发行。“据我
所知，国内发行的世界杯相关邮票并不是很
多。”邓贤荣说，邮票短期内升值空间有限，。

世界杯即将来临，相关收藏品价格
是否因此出现变化？邓贤荣说，世界杯
相关产品的价格是由产品工艺技术、雕
刻图案、发行量大小来决定。对于想要
收藏世界杯相关产品的市民，他建议等
物品的官方预告出来之后，根据其构
思、设计情况，理性分析、理性购买。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纪念银币。

1978年阿根廷世界杯纪念邮票并未有太多升值空间。

“家在成都·档案故事”活动现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熊英英 实习记者申梦芸摄影报道

“唤醒”成都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