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成都吉盛置业有限公司开发的三盛·都会城二、五期
规划设计优化方案正在调整公示中，相关内容将于2019 年
8 月20 日至2019年8月29日公告载体为龙泉驿区公众信
息网(网址：http://www.longquanyi.gov.cn/lqyqzfmhwz_gb/
c123736/bm_qgtj.shtml）、成都市龙泉驿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
及项目现场公示。

恭请各相关利害关系人及各界人士前往上述地址查
看，若有任何问题请及时告知公证单位和我局。

联系方式：86199833
龙泉公证处：84867437
龙泉驿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84852585

成都吉盛置业有限公司
2019年 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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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白 杰 品 股

生效日
问：周一沪指高开，盘

中震荡走高，收盘大涨。你
怎么看？

答：受消息面利好刺
激，两市股指高开，深圳本
地股掀起涨停潮，随后在
券商、科技板块的带动下，
市场持续走强，创业板指
表现最好涨幅达3.5%。截
至收盘，两市涨停104只，
跌停2只。技术上看，各股
指日线MACD指标金叉，沪
指收复了20日均线，深成
指收复了60日均线，创业
板指收复了所有均线；

60 分钟图显示，各股
指均收于5小时、60小时均
线之上，且60分钟MACD指
标红柱继续放大；从形态
来看，各股指均再次出现
跳空缺口，创业板指最强
还完全回补了5月的跳空
缺口，沪指虽弱但仍突破
了笔者之前提到的2879点
压力，由于两市成交达到
5816亿，因此，短期市场有
望重回上一个震荡平台。
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
交、持仓均略增，各合约负
溢价水平整体继续大幅缩
减。综合来看，如预期市
场转强离不开政策组合拳
利好，周一也是融资标的
生效日，因此沪深股指有
望借多方合力再次去冲击
近三月的高点。

资产：周一按计划以
17.08元买入中信建投8万
股，另以23.55元卖出浪潮
信息4万股。目前持有南
玻A（000012）45万股，京能
置业（600791）36 万股，一
心堂（002727）5万股，中信
建投（601066）12万股。资
金余额 4480963.92 元，总
净值 11177863.92 元，盈
利5488.93%。

周二操作计划：中信
建投拟择机高抛，京能置
业、南玻A、一心堂拟持股
待涨，另拟择机买入前期
大跌的次高端白酒洋河股
份（002304）不超 7%仓位，
因看好光正集团（002524）
转型为眼科，另拟不高于
6.2元买入不超8%底仓。

胡佳杰

科幻迷的福利来了。记者从成都市
科协获悉，8月16日，在第77届世界科
幻大会上，成都市正式申办2023年第81
届世界科幻大会。

据悉，世界科幻大会创始于 1939
年，是全球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科幻活
动，本届世界科幻大会在爱尔兰首都都
柏林召开。四川科幻代表团通过举办

“申幻”沙龙、设置“申幻”展台、发表竞选
演讲、接受质询等系列活动，向全球科幻
机构和科幻迷充分展示成都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坚实的科幻文化基础和举办
世界科幻大会所必需的文旅条件、交通
条件、会展条件等优势条件，进一步宣誓
了成都市申办世界科幻大会的坚定决心
和充分准备。

在当地时间8月 16日上午举办的
质询环节，成都“申幻”工作组秘书长、
科幻世界杂志社图书部主任魏映雪，向
各国科幻代表宣示成都“申幻”的基础
情况、意向决心和阶段性成果，并现场
解答提问。

在16日晚举办的成都“申幻”沙龙
上，代表团和都柏林世界科幻大会主席

詹姆斯·培根、主席顾问本·亚洛等各国
科幻代表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成
都市政府副秘书长刘兴军现场致辞，介
绍了成都的历史、文化、经济、交通、旅游

等方面的概况。他指出，成都被誉为中
国的“科幻之都”，近年来成都高度重视
科幻发展，明确提出规划建设“中国科幻
城”（中国科幻产业园），大力发展科幻

文化产业，“通过举办科幻交流活动、出
台科幻产业扶持政策等举措大力培育
成都科幻产业，致力于打造科幻产业功
能区和国际化平台”。他邀请各国科幻
代表为成都“申幻”献言献策，支持成都
申办第81届世界科幻大会，为成都申办
投票。

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四川
科幻学会会长经戈也发表演讲，重申成
都“申幻”的基础、期望和决心。他表示，
对中国科幻界来说，一直以来的梦想就
是希望世界科幻大会能在中国举办，

“这对中国科幻迷及世界科幻迷来说将
是一个盛大的科幻节日”。他同时提出

“成都故事、世界参与”，并邀请各国科
幻作家、科幻迷参与今年11月22日-24
日在成都举办的第五届中国（成都）国
际科幻大会。

据悉，目前与成都市共同竞选第81
届世界科幻大会的城市有法国尼斯和美
国孟菲斯。2023年第81届世界科幻大
会最终举办权将由2021年第79届世界
科幻大会参会代表投票决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晨

主动请缨远赴千里之外扶贫
2018年6月28日，是绵阳监狱老

民警杨青龙远离家乡，来到距离绵阳
千里之外的凉山州布拖县乌科乡乌科
村的日子。当时，四川司法行政系统
需要选派102人进行精准扶贫工作，杨
青龙主动请缨。他所去的乌科村位于
布拖县西南、乌科乡东南，地处山梁，
平均海拔3050米，属典型高寒山区，自
然环境十分恶劣。

杨青龙担任乌科村的“四治”专
员，重点负责治毒、治愚、治超生、治病
等工作。下村了解情况是最基本工
作，当地村民居住分散跨度范围大，一
个村四个组，分处几座山头。因山高
路远，每每出门，杨青龙总得半夜出
发。他一天只吃得上两顿饭，头天晚
上他就把洋芋煮好，第二天带在身上，
蘸点辣椒面，就是午餐。别人问他为
什么不在老乡家里凑合一顿，他总是
说，“不能给老百姓添麻烦。”不到村民
家吃一顿饭，不在村民家睡一次觉，这
是杨青龙坚持的原则。

私车公用跑遍村上每一户
“凡是有村民打架闹纠纷需要处

理，我都要叫上杨青龙一起到现场。
他穿着警服，讲道理，村民们都愿意
听。”勒古俄次是乌科村支部书记，在
他的记忆里，杨青龙来村上后，就没什
么休息日。“我们下村，他即使是在家
里休息，也会主动和我们一起去。村
上的人家，我和杨哥一户一户地都跑
完几次了。”

杨青龙每次和队友一起外出工
作，他都强忍胸口闷痛，走一阵歇一
下。由于条件有限，没有公务车辆，长
期下来，不仅人的身体受不了，也会耽
误工作。于是，杨青龙主动把自己的
私家车开了过来，提高了扶贫工作的
效率。“走村访户、到乡上、县上办事，
基本上都是用杨哥的私车。”回忆起与
杨青龙一起走村访户的场景，援彝干
部小何的眼睛不由得有点湿润。

书必须读孩子是他最大牵挂
来到乌科村后，杨青龙最关心的

就是当地孩子的学习和成长。在走访
中，凡是遇到家里有小孩没读书的，他
都要给家长做思想工作，“娃娃一定要
送去读书。”他还要求小孩要洗脸洗
脚，讲究卫生。有时候因语言交流不

畅，他就干脆拿起毛巾给小孩擦去脸
上的灰尘。在他一遍遍说、一遍遍做
当中，语言的障碍也渐渐被克服了，大
家都能明白他的意思。

2019年2月春节，杨青龙因身体
不适，体重快速下降。趁着春节休假，
他回到绵阳检查，没想到这一检查后
便再也没能回到凉山。病床上的他不
忘与村里联系，随时关心村里的情
况。但电话中，他的那句“我争取早点
恢复，早点回村上来”的承诺，最终还
是“食言”了。

8月16日10时许，绵阳监狱援凉
民警杨青龙遗体告别仪式举行，生前
单位的同事、好友等50余名民警纷纷
赶来，送他最后一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于婷
省监狱管理局供图

阳光学子杨茜的家位于宜宾珙县底
洞镇，家里八口人中有四人残疾。由于
家庭情况特殊，她的父母只能在家里干
点农活，贴补家用。因为家庭经济困难，
杨茜比同龄人显得更加成熟。提起各种
农活，她都特别熟悉，侄儿侄女平时也是
她在照顾，特别粘她。

面对家里的困境，杨茜从没想过放
弃，她一边照顾家里老弱病残，一边努力
学习。高中三年，她拿过三好学生、竞赛
等多种奖状。功夫不负有心人，杨茜今
年高考取得了优异成绩，被辽宁理工大
学录取。

照顾家人熟悉各种农活
自从杨茜记事以来，就开始帮着打

理家务，她比同龄人成熟许多。家人中，
母亲视力四级残疾、哥哥肢体一级残疾、
嫂嫂癫痫病二级残疾、侄女智力三级残
疾。杨茜早上起床，第一件事便是给侄
女穿衣服，帮她洗漱，然后煮一家人的早
饭。每到晚上，她还要帮三个小孩洗澡、
穿衣服、收拾等。照顾如此多的家人，她
从不喊一句累，所有的苦都藏在心里。
她说，“我很感激父母，无论我做任何决
定他们都支持我”。父亲对她的疼爱更
加坚定她心中的信念，决不放弃，而且要
更加努力。

对其他学生来说，高考结束后都是
放松休息的时候，而杨茜每天早上天没
亮就起床去采摘桑叶，因为那时的露水
桑叶比较新鲜，蚕宝宝喜欢吃就长得

好。如果起晚了，桑叶就会被晒干。一
般农户一天只喂两次蚕宝宝，而杨茜要
喂三次。她说，“把蚕喂好了，才能卖出
好价钱，那样交学费的钱就多一点，父亲
压力就小一点。”

除了养蚕，杨茜还要照顾两头猪、去地
里种庄稼，基本上能干的活都要做，日复一
日的劳动，只为了让家里少添一点负担。

感恩身边人常去做义工
杨茜从小读书的学费和生活费都是

叔叔等亲友救济。读初中时，班主任帮
过她很多。在她心里，已经把老师亲切
地叫作“爸爸”。当杨茜调皮时，“爸爸”

会像朋友一样和她谈心；在她生病时，会
像父亲一样关心她；在她处于低谷时，又
会像哥哥一样引导她，这些帮助杨茜都
铭记于心。

课堂之外，杨茜喜欢参加各种社团
活动。每年的义卖活动，她都会参加。
她常把自己的东西拿一些去孤儿院，她
认为，“这是积极的活动，一些别人用得
上的东西，我都会捐出去，有人比我更需
要。”在一些捐助活动中，她也会把自己
的衣裤捐给更贫困的孩子。

大学想勤工俭学挣学费
杨茜知道，只有上了大学，以后才能

找到好工作，为家庭出一份力。她想证
明自己能过上好生活，她不想辜负家人。

长期在地里做农活的风吹日晒使杨
茜明白了挣钱的不易，她说，“在大学里
能勤工俭学，能学习到很多知识，我还要
考研。”她坚定的眼神告诉我们，她一定
能做到。现在，一拿起书本，杨茜就会憧
憬进入大学的点点滴滴。

詹诗熠刘圣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皓洋

成都正式申办
2023年世界科幻大会

这封信，他再也无法打开

杨青龙生前照片。

“尊敬的杨大哥，你好！自从
你来到乌科帮扶我们家后，我们家
的情况越来越好了。你以前送的
铺盖，我一直在盖，大衣我也经常
穿。现在，大的几个娃都出去打工
了，每个月都会寄钱回来，日子好
过多了。”

“听娄哥说，你生病了，而且还
很严重，我真的很担心你啊。杨大
哥，你一定要好好治病，等病好了，
再回到乌科，来看看漫山遍野的索
玛花。”

今年8月13日，布拖县乌科乡
乌科村的贫困户日比尔聪从脱贫
攻坚队员那里得到了绵阳监狱扶
贫民警杨青龙患重病的消息，一时
间他不知该如何表达自己的关
心。文化程度不高的他，让儿子代
笔写下了一封500余字的感谢信，
希望能向“杨哥”表达自己的谢
意。同时，期待杨青龙能早日康
复，重新回到村里来。

但日比尔聪的愿望永远也无
法实现了。在他写下这封信的第
二天晚上6时许，四川司法行政援
凉民警杨青龙因肝癌医治无效，离
开人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他的第56
个春秋。

一家八口四个残疾女孩边学习边照顾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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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小善成大爱
一起助力阳光学子圆梦大学

今年，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再次联
合四川岷山集团和四川省扶贫基金会为
梦想而启程。我们通过多处实地走访，
深入到遂宁、安岳及宜宾地震灾区等地，
收集到一大批需要帮助的孩子信息。

经过近两个月的申报，报名参加助
学活动的阳光学子远远超过我们的资助
范围，因此，我们在腾讯公益上开通了筹
款平台，如果您也想帮帮这群阳光学子，
请进入腾讯公益，积小善，成大爱。无论
是一元、十元还是一百元。我们希望通
过线上活动，呼唤更多的爱心人士加入
到活动中来，所筹善款将全部用来支付
孩子们的学费。

民 警 千 里 扶 贫 村 民 写 信 感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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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科幻迷到成都展台参观咨询。

杨青龙下村了解情况。 村民写的感谢信。

绵阳彩民
中了6132万元
或为四川双色球历史

第二巨奖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菲）8月18日晚，绵阳的
彩民锁定双色球大奖6132
万元，若该巨奖为一人独
中，就将刷新四川双色球
大奖榜单，成为继2012年
巴中彩民独中2.6亿元后，
四川的又一个重磅巨奖，
位列全省第二。之前排名
第二的凉山5256万元大奖
就将退位至第三。

据四川福彩中心介
绍，18日晚双色球的开奖
号码为：红号 05、07、12、
18、27、32+蓝号 11，全国
一等奖开出48注之多，其
中四川的11注一等奖被绵
阳彩民包揽，出奖站点就
在绵阳市红星街的福彩第
51070179号投注站。

目前，该中奖者尚未
领奖，不过，从种种证据表
明应该为独中彩票。

据四川福彩中心分
析，原因有以下几点：首
先，该11注一等奖为前后
时隔7秒出票的两张彩票，
一张流水号为224，是一张
投注金额32元的6+16复
式票，该张彩票中得一注
一等奖及15注二等奖；另
一张流水号为225，是一张
投注金额为 40元的单式
10倍倍投彩票，除中得10
注一等奖外，还同时拿下
了10注二等奖；其二，据投
注站销售员回忆，这两张
彩票应该为一位年龄在60
岁左右的老彩民所买。

目前，四川福彩中心
正在等待大奖得主现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