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会销、专家讲座、名医义诊、患者
现身说法忽悠老年消费者。个别经营
者以国家科研机构、行业组织的名义
发布所谓的“权威报告”，宣称人体内
所缺乏的某些微量元素可以通过其销
售的产品能够解决，或者通过专家讲
座、专家访谈、养生现场会等形式做幌
子，变相宣传其销售的保健品是广大
老年消费者的福音。

优惠赠送、免费体验、感恩活动、
庆典让利免费抽奖（旅游）。个别经营
者通过“买一送三”或者更大折扣力度

的方式销售保健品，实际是变相提高
了单个保健品的销售价格；通过组织
旅游的方式，变更宣讲场地，将老年消
费者集中在某一特定区域通过视频、
讲座、保健品推广等方式向老年消费
者销售保健品。

亲情关爱、殷勤上门等。个别保
健品营销人员会从关怀角度入手，对
老人们嘘寒问暖，通过亲切的交流来
获得老年人的信任后，才适时推销保
健品。特别是子女常年不在身边的空
巢老人，极易中招陷入“亲情陷阱”。

省消委会发布今年一号警示
保健品三类陷阱要注意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升，老百姓尤其是老年消
费者养生保健、注重健康
的意识也逐渐增强，老年
人都希望自己有强健的
体魄，不拖累儿女，不给
其增加负担。保健品消
费市场也随之快速发展，
大型药店或是街头巷尾
的小摊都充斥着让人眼
花缭乱、功效奇特的保健
品。但是很多老年人对
于保健品概念相当模糊，
更容易被蛊惑，有了疾病
不是去医院治疗，而是服
用大量保健品，导致病情
延误，甚至出现生命危
机。

从近年四川省消委
会受理的投诉情况来看，
老年保健品投诉也是一
个亟待解决的社会共性
问题，不容忽视。1月21
日，省消委会发布今年一
号警示，提醒广大消费者
擦亮双眼、识别保健品陷
阱。

漫画 杨仕成

忽
悠

购买认准小蓝帽
身体不适要就医

近段时间，“保健”市场暴
露出一系列侵害消费者合法权
益的问题，为此包括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在内的13个相
关主管部门联合开展了整治

“保健”市场乱象的“百日”行
动。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也
正式启动四川“春雷行动
2019”暨整治“保健”市场乱象
百日行动。为避免在购买保健
品时遭遇陷阱，省消委会向广
大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及
其亲属发出以下消费警示：

购买辨别很重要。购买保
健品一方面要针对自身身体需
要，做到因需购买，要提高警
惕，增强辨别能力，到证照齐全
的销售场所购买保健品，另一
方面购买时要注意辨别真伪。
正规保健品有小蓝帽的保健食
品标志和批准文号。标志为蓝
色图案，下方有“保健食品”字
样，国产保健食品为“卫食健字
第××号”或“国食健字第××
号”；进口保健食品为“卫进食
健字第××号”。消费者也可
登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网站（www.sfda.gov.cn）“数
据查询”栏目查询。

不要轻信“伪科学”概念，
身体不适要就医。目前《保健
（功能）食品通用标准》对保健
食品定义为：“保健（功能）食品
是食品的一个种类，具有一般
食品的共性，能调节人体的机
能，适用于特定人群食用，但不
以治疗疾病为目的”。目前许
多“吃药有害”“食疗调理”等概
念影响了消费者的科学辨别和
理性判断。保健品并非药品，
老年消费者在身体不适时，不
管是轻症还是重疾，一定要到
正规医院去检查就医，以免贻
误治疗时机。切记：保健品不
能治疗疾病。

现在社会空巢老人较多，一些老
年人子女不在身边，亲情感缺失，不法
经营者便通过“亲情牌”拉近与老人距
离，让其降低心理防线，是利用保健品
行骗敛财屡屡得手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们呼吁老年消费者提升保健品消费
风险防范意识的同时，也希望家庭晚
辈在物质关爱的同时要更多关心老人
的精神生活，多沟通、多交流、常联系。

老年人要理性看待促销活动。“送
礼送健康”、“送产品”、“送米送面送
鸡蛋，送、送、送”，一些保健品推销者

打着免费的幌子，对老年消费者施以
小恩小惠，甚至杜撰起“国家XX协
会、专家委员会、公益组织”等高大上
的口号，实则推销其价格高昂的保健
品敛财。

消费者在购买保健品时要索取正
规票据并妥善保存，收集保留好宣传
资料，一旦自身权益受到损害，可将相
关票据、资料等作为维权证据。如遇
到虚假宣传、虚假广告、制售假冒伪劣
产品等各类违法行为，要及时向主管
部门进行举报。四川日报记者 刘佳

警
示

专家讲座做幌子嘘寒问暖得信任

家庭关爱防未然证据保全好维权

1月21日晚7点过，随着民建中
央副主席、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文
华宣布“第25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亮
灯！”霎时，130余组大中型彩灯在自
贡彩灯公园内璀璨齐放，拉开“大美
中华 多彩自贡”第25届自贡国际恐
龙灯会的华丽序幕。

自贡市委书记李刚在开幕式现
场致辞说，以灯为媒、广交天下朋友，
是自贡一贯的办灯宗旨。自贡期待
通过灯会，让更多的海内外朋友关注
自贡、了解自贡，开展深度合作，携手
共创美好未来。年年花相似、岁岁灯
不同，本届灯会以园内130多组精致
彩灯和主城区上千件灯饰作品，全面
展示自贡独特的地域文化，生动展现
新时代大美中华风采。传统艺术与
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必将为中外游客
带来华丽、璀璨、震撼的艺术享受。

走进自贡彩灯公园，园内130余

组彩灯凸显“高大新奇美”的艺术特
色，《普天同庆》《华夏乐章》《盛世华
章》等巨型彩灯体量震撼，如画似
景。以广场上的《华夏乐章》灯组为
例，该灯组以古代编钟为造型，高30
米、直径25米，重达102吨，使用了20
余万件瓷器，创造了自贡灯会历史上

“瓷器灯之最”。灯组动用近200人耗
时70天，选用精美瓷器，巧妙设计，精
心制作，传承自贡灯会手工捆扎的精
湛工艺，一只只盘子、一把把调羹、一
件件瓷杯、一个个酒杯……巧夺天工
般地组合成一组气势恢弘的巨无霸
彩灯。

还有本届灯会最大型群组式灯组
《盛世华章》，山水画风格，中国元素浓
郁。灯组总高34米，占地面积达6000
平方米。一只高达22米的巨型孔雀
昂立湖面，32米宽的彩屏七彩绽放，灵
动美丽的孔雀栩栩如生，精美绝伦。

据悉，本届灯会将亮灯至3月下
旬，每天下午1点起对外开放，每晚6
点至10点30分（适时延长）亮灯。票
价实行分时段价格：周一到周四60
元/人次，周五到周日90元/人次，大
年初一至十五130元/人次。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灯会全部实

行网络订票。携程旅行网作为本届
灯会选定的OTA战略合作伙伴，独
家总代理门票，统一提供灯会票务服
务，观众可通过全国各电商平台手机
购票，扫码入园即可观灯，方便快捷。

本届灯会期间，自贡城区新开辟
8个观灯停车区，免费停车位1.3万个
左右，并设置了4条观灯免费公交摆
渡线路以及7个观灯服务工作站，为
观灯游客提供信息化、人性化的优质
服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邓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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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达102吨的“编钟”。廖志全 摄

第25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开幕
观102吨瓷器“编钟”，赏22米高巨型“孔雀”

“现在开庭！”1月21日上午9点
30分，天府新区法院（四川自贸区法
院）开庭审理原告四川艾若科技有限
公司（简称艾若公司）诉被告成都志
明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志明达
公司）、第三人四川弘源卓智科技有
限公司（简称弘源卓智公司）、成都永
弘源实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永弘源
公司）解散纠纷一案，敲响正式履职
后的“第一槌”。

据了解，该案不仅是天府新区法
院（四川自贸区法院）开庭审理的首
案，也是通过“天府智法院”线上立案
的首案。天府新区法院（四川自贸区
法院）党组书记、院长罗登亮担任审
判长，公开开庭审理该案。

该案原告艾若公司诉称，作为股
东之一，其受到另外两股东排挤；同
时，因志明达公司经营状况持续恶
化，若公司继续存续，将使艾若公司
利益受到更大的损失。因此起诉至
法院，请求判令解散志明达公司。

志明达公司答辩，公司近半年来
已正常召开股东会议，能够正常形成
董事会决议。在财务方面，志明达公
司经营正常，并未损害艾若公司的利

益，请求法院驳回艾若公司的诉讼请
求。

围绕公司是否必须解散这一争
议焦点，双方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补
充举证质证和发表辩论意见。经法
庭审理后，各方当事人均表达调解意
愿。法庭决定在休庭后另行组织各
方调解。如调解不成，则另行择日宣

判。
天府新区法院（四川自贸区法

院）于1月2日受理首案，20天后，敲
响履职后的“第一槌”。“这两个机构
办案后，改变了天府新区辖区居民打
官司还得跑到双流的情况，从司法便
利性来说是很大的提高。”天府新区
法院（四川自贸区法院）法官说。

新闻链接

天府新区法院（四川自贸区法院）

诞生过程
2018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批复设立

四川天府新区成都片区人民法院、四川自
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

2018年6月，四川省委编委批复明确
了新法院机构编制事项。

2018年7月12日，天府新区法院（四
川自贸区法院）正式挂牌成立。四川自贸
区法院也成为全国首家以省域自由贸易
试验区全域冠名的法院。

2018年7月25日，天府新区法院（四
川自贸区法院）筹备组成立，先期19名同
志正式到位。

2019年1月1日，天府新区法院（四
川自贸区法院）正式履职。

2019年1月2日，天府新区法院（四
川自贸区法院）正式受理案件。

2019年1月21日，天府新区法院（四
川自贸区法院）开庭审理首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曹菲摄影报道

1月21日，天府新区法院（四川自贸区法院）敲响履职后的“第一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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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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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4 10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巴中
达州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晴

-6-11℃
-4-5℃
5-17℃
8-20℃
0-10℃
3-10℃
4-11℃
3-9℃
4-9℃
5-11℃
4-11℃
4-11℃
5-11℃
6-11℃
6-11℃
5-11℃
3-11℃
5-12℃
2-10℃
3-12℃

晴
晴
晴
晴

晴转阴
晴转多云
晴转阴

晴
晴转多云

多云
晴转多云
晴转多云
晴转阴
晴转阴
晴转阴
晴转阴
晴转阴
晴转阴
多云转阴
晴转多云

-5-11℃
-4-6℃
5-18℃
7-21℃
2-9℃
4-10℃
6-11℃
4-10℃
4-9℃
6-12℃
5-11℃
5-11℃
6-11℃
7-12℃
6-11℃
7-11℃
6-11℃
7-13℃
4-10℃
7-12℃

成都（14时）
AQI指数 51空气质量 良
优：康定、马尔康、西昌、德阳、广元
良：雅安、南充、广安、达州、泸州、攀枝花、自
贡、遂宁、资阳、巴中、眉山、绵阳、宜宾、内江
轻度污染：乐山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83—113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东北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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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日空气质量预报

21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吴冰清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1月21日开奖结果

超级大乐透第19009期全国销售
208724945元。开奖号码：03、09、15、
18、26、06、12，一等奖0注。二等奖基本
106注，单注奖金81098元，追加50注，单
注奖金48658元。三等奖基本953注，单
注奖金3637元，追加377注，单注奖金
2182元。7221191570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排 列 3 第 19021 期 全 国 销 售
15925050元。开奖号码：662。直选全
国中奖7054（四川379）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3全国中奖9624（四川644）注，单
注奖金 346 元；组选 6 全国中奖 0 注。
769419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021 期 全 国 销 售
11203954元。开奖号码：66245。一等
奖87注，单注奖金10万元。193525551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9009期全国销售
25815202 元 。 开 奖 号 码 ：
00030111331133，一等奖全国中奖 512
（四川22）注，二等奖全国中奖8703（四川
406）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009期全国
销 售 19651542 元 。 开 奖 号 码 ：
00030111331133，全国中奖52512（四川
2631）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11
期全国销售 214438 元。开奖号码：
110131333333，全国中奖4（四川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013期全国销
售799932元。开奖号码：33112221，全
国中奖18（四川0）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3月
22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明日限行 3 8

今日
限行 2 7

1月25日至26日晚，成都大喜时代
剧场将演出西班牙弗拉门戈经典舞剧
《卡门》；

1月26日晚，成都芸归之道文化生
活馆将举办《2019迎春新年音乐会：茉
莉花开女子乐坊》；

1月27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
举办《国乐盛典2019新春音乐会》；

1月30日至31日晚，四川锦城艺术
宫将演出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

1月31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
举办《2019乐动蓉城·新春音乐会》；

2月14日至19日晚，四川歌舞大剧
院将演出开心麻花爆笑舞台剧《乌龙山
伯爵》；

3月1日至3日晚，成都大喜时代剧
场将演出孟京辉经典戏剧作品《两只狗的
生活意见》；

3月2日上午，成都咔卡剧场将上
演安徒生童话经典音乐儿童剧《皇帝的
新装》。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敲响第一槌
天府新区法院审理首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