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的坚守，或将改变无数个家庭的命
运。由马云公益基金会发起的2019“马云
乡村人才计划”，从 3月 20 日开始接受报
名。如果你是热爱乡村教育的老师、校长，
或者是立志从事乡村教育的师范生，从现
在开始，可以登录项目官网www.mayun.
xin上传你的个人信息报名参选，主办方将
从候选名单中，选出100名“马云乡村教师
奖”获得者、20名“马云乡村校长计划”获得
者和 100 名“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获得
者。届时，获选者除了获得马云公益基金
的相关资助外，还将获邀参加明年在三亚
举办的颁奖礼。

“马云乡村人才计划”源于马云的教师经
历与对教育的情怀，2015年9月16日，马云
公益基金会正式发起“马云乡村教师奖”。
2016和2017年，基金会又分别发布了“马云
乡村校长计划”和“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
2018年，开展了马云乡村寄宿制学校计划和
马云乡村少年宫计划。

四年来，“马云乡村人才计划”获奖校长
40人、获奖老师400人、入选师范生100人，
开展了5所乡村寄宿制学校试点和14所乡村
少年宫；直接影响老师和校长超过8万人，影
响学生超过100万人。

3月20日起，2019年“马云乡村人才计
划”开始接受申报。“马云乡村人才计划”包括

“马云乡村教师奖”“马云乡村校长计划”和
“马云乡村师范生计划”。 申报截止日期为5
月20日。

据了解，与2018年一样，各项目申报对
象依然是贫困县和浙江省的一线乡村教育
者，不同的是今年三项目申报均有变化。具
体申报须知将在基金会官网（www.mayun.

xin）、微信公众号“马云公益基金会”和官方
微博“马云公益基金会”公布，申报材料统一
通过官网提交，项目进展相关信息将统一通
过官网发布。

■项目介绍

马云乡村教师奖
据介绍，为了向更多的一线乡村教师

提供机会和让他们看到希望，发挥入围提
名教师的示范作用，让乡村孩子有希望成
为最好的自己，本届“乡村教师奖”扩大入
围及提名教师人数。入围教师由原先的
300位扩大至400位，提名教师由180位扩大
至200位。

符合条件的乡村教师申报后，先确定400
名入围教师名单，并在官网等社交媒体上进
行公示后，由评审委员会进行初评确定200名
提名教师，再经历终评、复核等流程，最终确
定100位获奖教师名单并颁奖。

马云乡村校长计划
“马云乡村校长计划”采用推荐制，但与

往届不同的是，不局限于机构推荐一种方式，
首次开放个人推荐，推荐人需要认可项目理
念，深入接触推荐校长本人，熟悉他所在学校
情况，并愿意接受考察。

乡村师范生计划
本届“乡村师范生计划”将面向全国接受

申报。申报对象为2019年毕业并于9月15日
前成为乡村教师的师范生和2018年毕业、已
成为乡村教师的师范生。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张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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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脚执笔以脚执笔
高考考出603分的好成绩

遭受意外尚未出院时，彭超便开始练
习用脚写字了，“我当时6岁，以后肯定要
面临学习的问题，不能写字就不能读书，
不能读书就意味着我只能在家待着，什么
也干不了。”从早到晚练习，出院时彭超已
经可以用脚完成写字了，“只是字迹还不
够工整，速度不够快。”

2014年，彭超第一次参加高考，因为
写字速度较慢，高考试卷没能全部做完，
但他仍考出了超一本线3分的成绩。这
个成绩，其实完全可以去到一所不错的学
校，但他固执地填报了几所心仪但录取线
高出一截的高校，“我不甘心。”最终他落
榜了。

彭超决定复读一年，“主要提高写字
的速度，也更加努力一点。”复读那一年，
彭超每天专门利用一节晚自习的时间来
练习写字的速度。

2015年高考前夕，他还得到了一个
好消息：四川首次实行特殊考生照顾政

策，每门考试时间可延长30%。这次，彭
超考出了603分的好成绩，最后被四川大
学法学院录取。

勤勤学苦练学苦练
勇夺中国诗词大会首擂

进入大学后，彭超开始了更多的尝试
来拓宽生命的宽度和厚度。

学习之外，他是学校翼梦协会的成
员，奔走在自发组织的一次次公益活动和
募捐现场。“一开始也会遇到不理解，遭
受各种打击，但庆幸的是我们坚持下来
了。”为了给贫困山区的孩子提供帮助，
他曾连续四个周末走上街头劝募。他
说，筹募到的资金无论多少，都是对山区
孩子的支持。

于他而言，这也是一次走入社会的经
历。上大学之前，虽说能完全生活自理，但
彭超有些内向，“这些机会也提升了我的交
流能力，我现在很愿意与人沟通交流。”

他也在不断提升自我的过程中，站上
了更大的舞台。2016年，《中国诗词大

会》节目组在得知彭超爱好古诗词后，向
他发出了邀请。在节目时长约90分钟的
比赛中，彭超过五关斩六将，连续答对10
道诗词题目，在先后战胜了4名攻擂选手
和挑战者陈更后，勇夺首期擂主。

荣誉的背后，是他的勤学苦练。“为了
准备节目，大概看了几千首古诗词。”他也
深知，这样的荣誉不足以支撑他走得更
远，“这个世界上比我有能力的人太多了，
我要多花心思，让自己变得更强。”

关注刑法关注刑法
未来想为弱势群体发声

彭超填报法律专业，源于自身经历。
“以后想为弱势群体发声。”大学四年，他
徜徉在法学海洋里，也关注着社会动态。

对比起适用范围更广的民法或民商
法等，他更关注刑法领域。“近两年来出现
的一些案子让我对刑法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比如轰动一时的‘于欢案’。”彭超说：

“我希望能够尽我所能，让更多的人得到
公平公正的审判。”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彭

超决定考刑法专业的研究生。
2019年，彭超已经做好了规划：完成

毕业论文，通过司法考试，再考上研究生。
“去年司法考试的客观题我已经过

了，今年复习的重点就在主观题上，还有
就是考研了。”临近毕业，彭超却丝毫没有
毕业季的放松，仍然过着寝室、食堂、图书
馆“三点一线”的生活，“今年考研大概在
12月，距离现在还有9个月，我得抓紧时
间认真复习。”

刘福东是彭超的高中室友，在他眼
里，彭超是坚强乐观的同学，更是值得信
赖的好友，“他很少需要我们帮忙，通常是
我在学习上还需要他的帮助。”临近毕业
季，刘福东到成都找工作，彭超便主动邀
请他住在父亲的住处，节省开销。“他很仗
义。”刘福东说，无论未来两人如何发展，
铁哥们的关系都不会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秦怡
实习生 任翔宇

无臂学子彭超的大学生活：
参加诗词大会，做公益，忙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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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通过封面新闻APP的爆料
平台，推荐你心目中能够代表
中国力量的新青年；与此同时，
也可以在封面新闻微博、微信
等平台的相关稿件下方留言，
欢迎向我们推荐。

①年轻：14-40周岁
②正能量：热爱祖国、热爱人
民、热爱社会主义
③责任感：遵纪守法，品德高
尚，甘于奉献
④创新力：勤于学习，善于创
造
⑤引领风潮：在本职岗位上取
得突出成绩，具有良好的社会
影响

推荐
方式

推荐
标准

让青春力量激荡，让青春正气昂扬。
封面新闻长期面向全社会，公开征

集“你心中的新青年”人选。
哪些向前奔跑的身影曾感动过你？
快来给我们推荐吧！

6岁时不慎被高压变压器击中
导致双臂失去后，彭超知道自己和
其他人不一样了。“我只能比别人更
努力。”靠着超乎常人想象的毅力，
他克服各种艰辛，用脚代替手，来完
成穿衣、写字和上网等，不仅照顾好
自己的日常起居，还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四川大学法学院。

彭超还记得，读小学时，在一次
下雨天的上学路上，因为路太滑他
整个人脸朝下摔倒在地，“赶着去上
学，不想迟到。”瞬间迸发出的一股
劲儿，让他挣扎着站了起来，“那天
以后，我觉得生活中好像就没有什
么克服不了的难题。”

大学这四年，彭超读诗词、做公
益、搞演讲、录直播……他和所有二
十岁的年轻人一样，对这个世界充
满了好奇和进取，不断拓展着自己
生活的宽度和厚度。今年6月，彭
超就要大学毕业了，他给自己定了
个目标：考上川大刑法专业的研究
生，为更多弱势群体伸张正义。

川大无臂学子彭超在图书馆学习。

虽然没有双手，但彭超生活能够自理。

寻找坚守乡村
热爱教育的你

2019“马云乡村人才计划”今起开始报名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柳锋）3月19日，
记者从四川省公安厅获悉，全省公安机关“冬
攻”专项行动已结束。

“冬攻”专项行动重点组织开展了打击入
室盗窃、盗抢汽车、电信网络诈骗等专项行
动，入室盗窃案件立案同比下降9.6%，破获电
信网络诈骗案件550起，抓获犯罪嫌疑695人。

另外，全省公安组织开展了打击入室盗
窃犯罪“三大战区”集中会战行动，抓获犯罪
嫌疑人610名，全省“盗抢骗”类在逃人归案
率达71.83%。

重点打击制毒犯罪、外流犯罪、零包贩

毒、吸毒违法等违法犯罪，共破获涉毒刑事案
件1010起，打击涉毒犯罪嫌疑人1927人，打
击制贩毒犯罪人员、查处吸毒人员数同比前
三年平均数分别增长12%、26%，川籍外流贩
毒人数、冰毒外流数同比前三年平均数分别
下降69.7%，84.06%。

春运和节假期期间，全省还开展源头安
全隐患排查治理、路面重点交通违法查处、恶
劣天气等突发事件应急处置等工作。依托省
内181个“春运”服务站、246个临时执勤点对
重点车辆严格执行“六必查”制度，切实消除
事故隐患，严防发生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四川公安“冬攻”行动收尾
“盗抢骗”在逃人归案率达71.83%

招标公告

1、招标人：四川封面传媒有限
责任公司

2、项目名称：四川封面传媒有
限责任公司股改及融资选聘专业机
构项目

3、招标人地址：成都市锦江区
红星路二段70号1栋8楼B区

4、招标内容：
目前封面传媒与文产基金达

成Pre-A轮融资合作。在后续的
资本化进程中，封面传媒就融资
咨询、股份制改造等项目选聘专
业机构（券商、律师事务所、会计
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进行

Pre-A轮融资后的股份制改制辅
导；同时为 A 轮融资工作做相关
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出具增资扩
股事宜的方案、法律意见书及评
估报告等，最终达到按照在 A 股
市场 IPO的要求进行专业性的辅
导。

四、报名及领取招标文件

1.报名时间：2019 年 3 月 18
日-2019年3月25日（工作日），09:
00-12:00，14:00-18:00

2.报名地点：成都市锦江区红星
路二段70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10
楼A区

3. 报名电话：028-86969133
华女士

4. 咨询电话：028-86969771
朱女士

五、报名需带材料

1.经办人介绍信或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收盖单位鲜章的原件；

2.经办人有效身份证，验原件、
收盖单位鲜章的复印件；

3.投标单位营业执照副本，收盖
单位鲜章的复印件，律师事务所、会
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按实际
情况提供相关材料；

4.投标单位简介资料。

六、投标

1.投标截止时间：2019年4月8
日17:00

2.投标文件递交地点：成都市红
星路二段70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12楼 B区集团总经办

3.联系人：廖女士
4.电话：028-86968193

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封面传媒”）股改及融资项目已具

备招标条件，现面向社会公开招标，欢迎符合条件的潜在投标人报名参与投标。

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3月18日

三、投标人的资格要求

标段一：券商
序号

1

2

3

标段二：律师事务所
序号

1

2

3

标段三：会计师事务所
序号

1

2

3

4
5

标段四：资产评估机构
序号

1

2

3
4

内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合法企业（提供加
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
证券公司及其证券类子公司具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审批依法
注册成立的保荐机构，并具有为企业提供财务顾问、管理咨询，以及在
中国境内承销/保荐等相关服务的专业资格（提供加盖公章的经营证
券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2015年至今该券商没有出现证监会及《证券法》规定的严重违法违规
行为，没有出现被暂停业务，暂停新增客户、以及撤销资格等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实施的行政处罚。（提供承诺函）。

内容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成立的并取得执业许可证的律师事务
所，且连续执业 5 年以上。
具有针对此项目的专职律师的团队，拟派主办人员应具备股份制改
造、融资及A股市场IPO的相关经验。
无不良好纪录，自2015年起没有因违法违规行为被国家有关部门予
以处罚的纪录（提供承诺函）。

内容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会计师事务所，具有组织机构代码
证；
应具备国家行业主管部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
具备财政部门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具备财政部、中国证
监会颁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
自2015年起未受到监管机构的处罚（提供承诺函）；
入选“四川省国资委中介机构备选库”。

内容
具备资产评估资质、土地评估资质和财政部、中国证监会颁发的《证
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许可证》；
自2015年起有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和上市公司提供过资产评估的
成功案例；
自2015年起未受到监管部门的处罚（提供承诺函）；
入选“四川省国资委中介机构备选库”。

一、项目概述：

二、标的清单及标段情况如下：

标段一：股改及融资选聘专业
机构-券商选聘

标段二：股改及融资选聘专业

机构-律师事务所选聘
标段三：股改及融资选聘专业

机构-会计师事务所选聘

标段四：股改及融资选聘专业
机构-资产评估机构选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