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消息
买彩票有机会

赢华为P30pro手机

来自四川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的消息，为了感谢社会公众长期以来
对“7星彩、排列3、排列5”游戏的关
注和支持，回馈广大购彩者对体育彩
票公益事业做出的贡献，四川体彩于
7星彩第19119期、排列3和排列5
第 19275期起开展全省促销活动。
从10月16日起，凡活动期间在四川
省内体彩网点购买7星彩、排列3、排
列5游戏，单张彩票金额满10元即
赠送2元机选7星彩彩票，计划赠票
1000万元，送完即止，活动截止日期

11月24日。除此之外，活动期间符
合赠票条件的彩票，在其开奖次日进
行抽奖，每次两名，每名赠送华为
P30pro手机一台，共52台，抽完即
止。抽奖结果在四川体彩网公布，奖
品由中奖彩票售出网点的分中心进
行发放。

需要注意的是，单张彩票仅有一
次赠票机会；单票金额满10元包含
相应彩票的单式、复式、胆拖、倍投及
多期等；开始的期数为 10月 15日
20：10起售的7星彩第19119期、排
列3和排列5第19275期，最迟结束
的期数为11月24日20：00停售的7
星彩第19135期、排列3和排列5第
19314期，在此之前1000万赠票金
额用完，则活动在下一期7星彩销售
完后结束。

千万赠票大放送
活动受到省内各地购彩者追捧

笔者观察到，在省内成都、南充、
宜宾、凉山、自贡等多个体彩销售网
点时，宣传海报已经热辣张贴上墙，
购彩者们对活动充满了期待。在成
都02357网点，活动一开始便有不少
彩友参与，一些平时只买大乐透或者
竞彩的购彩者，听说7星彩、排列3、
排列5单张票满10元还送2元7星
彩一注，都会买几注试试。16日傍

晚，笔者在成都市成华区天祥街一家
体彩店看见，购彩者围满了小店，跃
跃欲试。好几个购彩者直接选择机
选5注，试试碰碰运气，一名中年男
子说，平时他只买几块钱的，听说有
赠票和抽奖活动，也都会在理性购彩
的基础上多买一点。他还对旁边的
人打趣到，“万一赠票中个 500 万
呢？”网点业主也表示：“这次1000万
大赠送，排列游戏跨玩法促销，可以
说是前所未有的。这次活动不仅回
馈了购彩者，还给我们业主增加了销
量，让更多人为公益体彩做出贡献，
是一次很不错的促销活动。”

公益金提取比例高
参加活动也是在支持公益事业

数据显示，7星彩与排列5是目
前体彩各游戏中公益金提取比例最
高，为37%，排列3的公益金提取比
例为34%。也就是说，购彩者在活动
期间花10元购买“7星彩、排列3、排
列5”，其中3.7元/3.4元将进入公益
金，还能获得一张2元的7星彩赠票，
有机会抽取华为P30pro手机一台。

对此，不少购彩者认为“公益体
彩，乐善人生，参与本次赠票和抽奖
活动，不仅有机会冲击7星彩500万
大奖，还能为公益事业做出贡献。因
此，不管中不中奖，都很有意义！”

四川体彩1000万大赠送
还有华为P30pro等你拿！

四川的购彩者们，一
个重磅利好消息华丽
丽来了，快快接住：四

川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7星
彩、排列3和排列5玩法开展全
省大促销活动了。从10月16
日起，凡活动期间在四川省内体
彩网点购买7星彩、排列3、排列
5游戏，单张彩票金额满10元即
赠送2元机选7星彩彩票，

据了解，整个计划赠票
1000万元。更令人心动的是，
购彩者还有机会赢得P30pro手
机。目前，全省各地已经将促销
活动的海报张贴了出来，受到了
购彩者们的追捧。

成都市区一家体彩店内，活动吸引购彩者前来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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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一、项目背景
2016年5月4日，封面新闻APP

上线。作为华西都市报深度融合转
型和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的载体，封面
新闻以前沿科技为核心驱动，以原创
为显著特征，致力于成为亿万年轻人
的生活方式。为了加快封面新闻
APP的推广步伐，拟选取1家封面新
闻APP安卓端推广服务执行商，旨
在 通 过 投 放 CPA（Cost per
Activation，按激活付费，以下简称
CPA）分发推广渠道，为封面新闻
APP带来更多新增用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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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招标人：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

任公司
2.项目名称：封面新闻APP安卓

端推广服务采购项目
3.招标人地址：成都市锦江区红

星路二段70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8
楼B区

4.招标内容：本次招标为选择封
面新闻APP安卓版本推广服务执行

公司，通过投放CPA分发推广渠道
为封面新闻APP获取更多安卓端用
户。具体招标项目推广服务方案及
技术要求详见招标文件第六章。

三、投标人资质要求
1.必须是中国境内注册并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或者其他组织。
2.营业执照具有广告或互联网

信息服务的经营范围。
3.业绩资格要求：投标人自

2016年 1 月 1 日至投标报名截止
日，同类型推广服务项目案例至少一
个50万元以上（需提供中标<或中选
>）通知书或合同或其他证明材料的
复印件)。

4.财务状况要求：提供2017年、
2018年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5.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报名需提交的资料
1.投标单位营业执照副本，验原

件，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2.投标单位若非法定代表人直

接报名的，须出示投标单位授权委托
书原件。

3.经办人有效身份证，验原件，

收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五、报名及领取招标文件
1.报名地点：成都市红星路二段

70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8楼B区行
政部；

若采用网上报名方式的，需于规
定的报名时间内将报名需提交的资
料扫描后发送至招标人邮箱（邮箱地
址：alice@thecover.cn）；同时须将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经办人有效身
份证复印件、投标单位授权委托书原
件在加盖投标单位公章后，邮寄至招
标人，地址：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二
段 70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8楼 B
区。必要时，投标单位应将上述资料
的原件提交招标人核验。

2.报名时间：2019年10月15日
至 10 月 21 日 ( 工作日：上午 9:
00-12:00，下午2:00-6:00)。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兰女士
联系电话：028- 86969334

四川封面传媒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10月15日

《封面新闻APP安卓端推广服务采购项目》
招标公告

10月16日，“纪念范长江诞辰110
周年暨首届长江新闻论坛”在四川大学
举行，来自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
国内学界、业界的嘉宾参加了本次论
坛。范长江长子范苏苏、次子范东升、
侄子范小朵出席论坛。

对新闻工作者而言，范长江的名字
一定不会陌生。这名从四川内江农村
走出的青年，曾是最早公开如实报道红
军长征的中国记者，也是中国记协前身

“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的主要发起
者和领导人之一，他撰写的《中国的西
北角》以生动活泼、客观均衡的笔触，记
录了上世纪30年代自己西北之行的所
见所闻，在当时引起全国强烈反响。

今年，是范长江诞辰110周年，也
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本次会议旨在
学习和研究范长江的新闻思想和新闻
实践，继承和发扬范长江同志追求真

理、不畏艰难的精神。通过联动学界、
业界对话，共同研讨中国新闻传播发展
未来。

会上，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中国记协）书记处书记冯海青、省委宣
传部副部长李晓骏、四川大学副校长晏
世经、中国新闻史学会副会长王润泽、
四川大学文新学院院长李怡先后致辞。

冯海青在致辞中说，本次论坛的召
开对继承和发扬范长江精神，不断推动
我国新闻队伍建设和新闻事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同时，新时代的新中国新
闻事业，要高度重视传播手段建设和创
新，努力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
影响力、公信力，并提升我国媒体的国
际传播能力。

王润泽教授说，范长江精神是心系
国家、坚持人民立场、敢于讲真话、不怕
艰险的一种精神。她从范长江新闻实

践中的三个细节阐发了在新时期媒体
发展日新月异、新闻价值呈现多元的背
景下，继承发扬范长江先生精神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

李怡教授表示：“范长江先生的《中
国的西北角》，不仅是新闻通讯创新的
成果，同时也具有文化人类学方面的重
要价值。针对当下出现的非虚构写作
问题，我们能够从范长江先生的作品中
得到相关启示。”

在开幕式上，范长江长子范苏苏、
次子范东升、侄子范小朵将10本《范长
江新闻文集》《范长江新闻文集补遗》赠
予四川大学。四川大学新闻学院副院
长操慧教授作为学校代表接受范长江
家属赠书。

《范长江新闻文集补遗》30万字，是
范苏苏近几年对父亲作品搜集、整理的
最新成果，该著作对于研究范长江精

神、研究中国新闻史及抗日战争史具有
重要价值。

本次论坛设“范长江相关研究”、
“中国新闻奖评奖、创优圆桌论坛”、“融
媒体发展相关研究”三个主题论坛。来
自国内高校新闻院系的研究者和范长
江家属参加了主题论坛并进行了论文
演讲。中国记协与江西、广东、四川省
记协的相关领导及部分中国新闻奖获
奖者就中国新闻奖评奖创优与川大师
生进行了互动对话。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何方迪

纪念范长江诞辰110周年
暨首届长江新闻论坛在四川大学举行

14年的“老九寨”
熟悉这里的山山水水

今年34岁的廖海州是九寨沟的“活地
图”，常年执勤巡护让他对这里的山山水水
十分熟悉。他也时常被队友们称为“老九
寨”，而这样的称呼只有10年以上的消防员
才能有。

“前年地震，我们从这里抬出来了好几
个受伤游客……”一位与廖海州同年入伍的
老队员说。

五花海岸边人来人往，游客操着各种各
样的口音。“你好，从这边可以到对面景点
吗？”见到人群中走来穿着“火焰蓝”的消防
员，两个年轻人走过去问道。廖海州为他们
详细解释了行走路线，两个年轻人连连点
头，满意地离开了。

“很多游客并不熟悉旅行路线，一天当
中打听路线的人有上百个，同样的问题要回
答几百次，执勤久了，我也学会了不少方
言。”廖海州说。

每多走一步路
景区就少一份危险

沿着岸边继续巡逻，廖海州心里清
楚，自己每多走一步，景区就少一份危
险，游客就多一份安全。两年前的地震，
正是因为他们多走了9个小时的山路，被
困在122林场的受伤游客才得以提早被
转移救治。

廖海州曾参加扑救火灾、抗震救灾
等任务80多次。栈道边上，一名中年男
子正躲在一旁草丛里抽烟，廖海州一眼
就看出了端倪，立刻示意男子掐掉烟
头。“这儿禁止抽烟，游客中心站设有吸
烟区。”

他和队友巡逻在游客最多的长海和
五彩池附近，担负着周边的森林防火工
作和游客安全。

可能是从当上森林消防员那一刻
起，他们才知道，一草一木对于九寨沟的
重要性，他们才明白森林防火对九寨沟
意味着什么。

一天的执勤结束后，廖海州和队友
们乘车路过荷叶寨，透过车窗，他看见自
家屋顶上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身后，
水还是那样清，山还是那么绿。
程雪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四川森林消防总队供图

森林消防员廖海州：

用心守护九寨沟的一草一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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闭关两年，地震后的九寨沟重新对游客开放，四川森林消防总队九寨
沟中队的消防员们又开始忙碌起来。

天刚亮，廖海州和队员们就来到景区防火执勤。此时的九寨沟还没有
游人，四周一片寂静，芦苇随风摇曳，蓝色的“镜海”漾起层层波纹。

廖海州守护九寨沟已有14年，他早已把自己的青春交给了这里的森
林与雪山。每年防火期，他都要和队友们到九寨沟靠前驻防，保护一方生
态平安。九寨沟中队因此也被当地村民称为九寨沟的“第十寨”。

廖海州在五花海巡逻。

两年前地震滚落的巨石。

廖海州在景区注视着游客的安全。

四川发起全省首例消费
民事公益诉讼

4人因售卖假耐克
或被罚390余万

网购假阿迪达斯、耐克、安德
玛等产品，用假营业执照、假商标
注册证等“包装”后，这些“山寨”商
品进了成都二十余家商场的“特卖
专柜”……通过这样的方式，4人
两年多获利近百万。然而，他们或
面临退一赔三的处罚：罚款390余
万元。

10月16日，四川省保护消费者
权益委员会（以下简称“省消委”）召
开新闻发布会，揭秘了这起案件背
后的“故事”：它是我省第一起消费
民事公益诉讼，也是我国第一起一
般商品领域请求直接惩罚性赔偿的
消费公益诉讼，同时，还是我国消费
者权益保护组织发起的第一起涉及
知识产权的公益诉讼。

消费公益诉讼是2013年修订
的《消法》赋予消协组织的一项保护
消费者权益的公益性职能。2017
年，省消委成立消费民事公益诉讼
办公室，并与省检察院共同制定出
台了《关于建立消费公益诉讼协作
工作机制的意见（试行）》。

今年5月31日，成都市龙泉驿
区检察院向省消委送达了《检察建
议书》。其建议提起消费民事公益
诉讼的，正是该售假案件。

“我们邀请专业律师进行论证
后认为，这一消费欺诈行为，侵权
时间长、地域跨度广、涉案金额巨
大、被侵权消费者数量众多且具体
身份尚无法确定等特殊情形，不仅
侵害了众多不特定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而且亦严重损害了社会公共
利益。”省消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就
在9月17日，省消委已向成都中院
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请求判令
4被告退还货款并赔偿消费者损失
共计390余万元，并在省级新闻媒
体向受损害消费者公开道歉。9月
23日，成都中院受理该案，成都市
检察院也已向法院提交了支持起
诉意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吴冰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