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断崖式降温，大
西南的人民也感受到深深
的寒意。在你纠结要不要
穿上毛裤的时候，我们，将
带上2016年底最劲爆的展
会，为你和你的钱包送去
冬日里最直接劲爆的温
暖。盼望着，盼望着，它来
了。川滇黔渝的车迷们请
注意，2016首届中国西南
（泸州）国际汽车博览会
（以下简称车博会）即将于
12月23日-27日在泸州国
际会展中心举行。这一
次，玩点大的！

打破多项纪录
首届车博会众望所归

大西南琳琅满目的车展
中，成都车展虽为翘楚，但影响
范围有限。距成都 270 公里，
位于四省交界的泸州，覆盖近
千万人口，汽车销量年年攀升，
虽月月有车展但全是传统小型

“坝坝车展”，不仅消费者审美
疲劳，经销商也是疲于应付。

此次车博会横空出世，一举创
下多个记录：泸州史上布展规
格最高，首次室内大型车展--
作为国际酒业博览会御用展
馆，泸州国际会展中心硬件设
施齐备，环境优美交通便捷；不
少品牌均由厂家展具现场布
展，规格向成都车展看齐。泸
州史上参展品牌最多车展--
以建国集团泸州园区，通源集
团泸州区域两大经销商集团为

主，云集豪华，合资，自主品牌
等超过 40 个品牌参与。加之
泸州川滇黔渝四省交界，长江
经济带与“一带一路”交汇节点
等特殊而重要的地理位置，本
届车博会不仅将挽救泸州车商
和消费者的审美疲劳，更是泸
州市政府继酒博会和农博会之
后的第三张城市会展名片，众
望所归。

最佳的购车机会
没有之一

作为所有车展永恒的主
题，购车是消费者看展的第一
目的。本次车展正值年终冲量
阶段，又是泸州有史以来规格
最高的车展，所有参展厂商都
会毫无保留的开启钜惠模式。

“以往泸州车展太多，档次
太低，此次车博会来得正是时
候。”通源集团泸州区域总监李
先敏霸气派出旗下宝马，沃尔
沃，英菲尼迪，雷克萨斯，一汽
丰田等品牌参展。

“泸州是广汽传祺的重要市
场，此次车展我们将拿出诚意和
优惠征服泸州。”广汽传祺西区
负责人黄少杰信心满满的说。

值得一提的是，国家小排
量购置税补贴将于 12 月 31 日
到期，本次车展也是政策到期
前绝佳的购车良机。记者再给
各位支个招，今年圣诞怎么过
最给力，当然是逛车博会。平
时可望而不可及的梦想，将在
本次车展的给力优惠下离你最
近，千万不要错过良机。

“无理不来”
更多大招拭目以待

对于没有购车打算的观众
而言，上面的内容似乎还不够有
吸引力。别急，除了精彩的车
展，巨大的优惠，首届泸州国际
车博会还有大招：只看车怎么能
行？香车和美女自古以来就是标
配。我不打算购车所以不来？那
你可别后悔，现场白送的万元大
礼，别说我没提前告诉你，除了车
还有更多亮点惊喜。带小孩过来
是不是没啥好玩？ACR赛车全
国锦标赛激情上演，给孩子上一
堂生动的汽车课。简直360度

“无理不来（没理由不来）”，什
么？你说黄舣太远？车展期间
公交车将调密班次，Uber专属
特惠正在酝酿，保证让你方便快
捷省钱省时到场观展。

记得前两天举行的泸州绿
色马拉松么？终点就在国际会
展中心，跑步都到了，与历史最
强首届国际车展，真金白银的
购车钜惠，天降福利的丰富活
动相比，区区 12 公里的距离，
还远么？不说了，还有堆成山
的工作要做，更多大招请拭目
以待。 华西都市报记者 胡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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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金沙江公铁两用桥
钢箱拱架设正式启动

华西城市读本（周悦 记者 伍
雪梅 摄影报道）11月23日9点
28分，由中铁大桥局承建的成贵
铁路宜宾金沙江公铁两用桥主跨
钢箱拱首节段开始架设，标志着
该桥主拱钢梁架设取得关键性突
破。主跨钢箱拱拱肋首节段为
GL0，节段高9米，内宽3米，长达
4.4米，单重145.3吨;首节段采
用142根锚杆与主墩进行锚固连
接，使钢箱拱和墩身拱座连接成
整体。整个主桥主跨钢箱拱钢结
构总重2.212万吨。

据了解，宜宾金沙江公铁两
用桥为成贵铁路全线的关键控
制性工程，也是宜宾市标志性建
筑，本次主跨钢箱拱首节段的顺
利架设，为主桥钢梁全面架设做
出了坚实的铺垫，并为全桥的合
龙提供強有力的保证。大桥全
长 1874.9 米，主跨 336 米，采用
公铁合建方案跨越金沙江，上层
为四线高速铁路，下层为六车道
城市快速主干道，并创造了四项
桥梁建设之最：铁路桥面在上，
公路桥面在下为世界首例；主跨
336 米为世界最大跨度钢箱拱
桥；公路桥面距离铁路桥面高差
达32米，属世界第一；公路桥面
柔性吊杆穿过铁路桥面刚性吊
杆的刚柔性吊杆结合的公铁两
用钢箱拱桥，系国内首创。

11 月 22 日，自贡市富顺县
城管执法队员李自刚像往常一样
在东街片区巡街，当天下午5点
左右，他和同事巡到菜市场附近
时，突然背后“嘭”地一声，应声回
头，一名老人躺在地上，具体伤情
不知。李自刚立即走上前去询问
这名摔倒在地的老人有否受伤。

“老人摔倒的地方是一个斜坡，她
穿的又是毛拖鞋，背了一个装满
了垃圾的大背篓，也许就是造成
老人摔倒的原因。”李自刚说。

经过简单查看，老人手肘
有些擦伤出血，李自刚给老人

简单止血后，又找来拖鞋给老
人穿上。老人在地上坐着休息

了会儿，确认没有大碍后，李自
刚和同事搀着老人站起来。直

到老人离开了视线，李自刚
也不知道他刚刚扶起来的
老人姓名。

李自刚当兵 12 年，退
伍后，今年 9 月到了富顺县
城管局，成为一名城管执法
队员。之前，李自刚也多次
从网上听说过关于扶老人
被讹的新闻，做这件事时，
他并没有多想，“看到老人
躺在地上，立马上去扶她，
这是我的正常反应。”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陈
伯强 图据网络

李自刚给老人擦去血迹

11月23日下午，宜宾
市中级人民法院、宜宾县人
民法院在县法院新闻发布厅
召开了“职务犯罪案件”新闻
发布会，宜宾市中级人民法
院研究室主任赵良剑通报了
宜宾市两级法院从2014年
以来审理职务犯罪案件情
况，其中2016年1-10月，收
案71件77人，结案80件96
人。其中，通报了两起典型
案例。宜宾县政府新闻办、
县人大、县政协、县委政法委、
县检察院、县公安局、县司法
局相关人员参加了旁听。

案例一
卫生院院长收受回扣近20万

江荣烈，原宜宾县合什镇、横
江镇中心卫生院院长。2009年
至2015年6月，江荣烈任宜宾县

合什镇中心卫生院、横江镇中心
卫生院院长期间，利用其对药品
采购具有决定权等职务之便，为
三家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便
利，多次收受医药公司代表的回
扣共计193400元。

其中，2009年至2010年9
月，江荣烈利用其担任宜宾县合
什镇卫生院院长期间，多次收受
四川宜宾福星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销售代表雷海江共计49500
元 购 药 款 回 扣 。 2012 年 至
2013 年 7 月，江荣烈利用其担
任宜宾县横江镇中心卫生院院
长职务期间，多次收受四川宜宾
福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医药代
表彭友章 24300 元购药款回
扣。2015年3月，江荣烈利用其
担任宜宾县合什镇中心卫生院
院长职务，再次收受彭友章
3000元购药款回扣。2013年7
月至2015年6月，江荣烈利用其
担任宜宾县合什镇中心卫生院
院长职务期间，多次收受宜宾正

源药业有限责任公司销售代表
肖友光116600元购药款回扣。

宜宾县法院审理认为，被告
人江荣烈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
用职务便利，在药品采购过程
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回扣
193400元归个人所有的行为构
成受贿罪。据此判决被告人江荣
烈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六个月，并处罚金150000元。被
告人江荣烈退缴的赃款193400
元，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案例二
医院院长收受回扣40余万

徐子俊，原宜宾县第四人
民医院院长。2008 年 9 月至
2015 年 6 月期间，徐子俊担任
宜宾县第四人民医院（蕨溪镇
中心卫生院）院长。徐子俊利
用其全面负责医院对外医药药
品、器材采购及付款的职务便
利，多次收受医药销售代表回
扣和现金444900元。其中，收

受宜宾福星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 销 售 代 表 彭 友 章 回 扣
192000元；收受宜宾正源药
业有限责任公司销售代表杨
方再回扣和现金242900元；
收受河南新乡亚太医疗用品
有限责任公司销售代表陈兴
利回扣10000元。

宜宾县法院审理认为，
被告人徐子俊身为国家工
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收
受他人财物以及在采购药
品、药疗器械过程中，违反
国家规定，收受回扣归个人
所有，共计 444900 元的行
为已构成受贿罪。据此判
决被告人徐子俊犯受贿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
金200000元。被告人徐子
俊退缴的赃款55000元，予
以没收，上缴国库；继续追
缴 被 告 人 徐 子 俊 的 赃 款
389900元，上交国库。

李玲 吴雾 华西城市读
本记者 张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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