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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07

限制未成年人每天登录
时长、升级成长守护平台、强
化实名认证体系——为保障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经过将近
一个月的调试和内测，腾讯将
于今日以《王者荣耀》为试点，
率先推出“健康游戏防沉迷系
统”。

《王者荣耀》推最严防沉迷措施：

12岁以下每天限玩1小时

2017年7月4日
星期二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
列5”第17177期 排列3
中奖号码：670。排列5

中奖号码：67010。●中国体育彩
票超级大乐透第17076期开奖结
果：前区02、07、25、30、35 后区
07、12。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177期开奖结果：
975。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七乐彩”第2017076期开奖结
果：基本号码：07、11、19、20、26、
27、29，特别号码：08。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
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早在今年2月16日，腾讯公司
在文化部的指导下，推出了“网络游
戏未成年人家长监护工程”之“腾讯
游戏成长守护平台”系列服务，协助
家长对未成年人子女的游戏账号进
行健康行为监护。

随后的全国两会上，腾讯公司
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发
表主题为“加强未成年人健康上网
保护体系建设”的建议案，他坦言：

“不管这方面对腾讯是不是有业务
冲击，我觉得从长远来看，应该要做
的事情还是要做的。”

据了解，今年5月1日，文化部
《关于规范网络游戏运营加强事中
事后监管的通知》新规正式实行，率
先将移动游戏明确界定和纳入政策
监管范围。

第一板斧：
未成年人限制每天登录时长

在这一异常严格的防沉迷措施
中，《王者荣耀》将基于游戏累计时
长或单次时长，对玩家进行相应提
醒、下线等操作，实现防止沉迷游戏
的目的。

其中，12周岁以下（含12周岁）

未成年人每天限玩 1 小时，并计划
晚上9时以后禁止登录；12周岁以
上未成年人每天限玩 2 小时。超出
时间的玩家，将被游戏强制下线。

此外，《王者荣耀》将陆续增加
“未成年人消费限额”功能，与现有
的成长守护平台双管齐下，限制未
成年人的非理性消费。

“《王者荣耀》上线以来，受到了
广大用户的欢迎。与此同时，我们也
关注到，如果青少年缺乏足够的自制
力、不合理分配游戏时间，也将影响
他们的学习和生活。”《王者荣耀》开
发团队有关负责人表示，“游戏本身
是带来快乐的，但过度游戏无论对自
己还是家长，都不会带来快乐，因此
我们希望采用更加严格的措施。”

实际上，早在 2007 年，国家新
闻出版总署就发布了《关于保护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实施网络游戏防沉
迷系统的通知》，针对基于电脑上的
客户端游戏和网页游戏，规定通过
游戏收益的控制，来引导玩家自我
节制。其具体规则为：3小时为未成
年人的“健康”游戏时间，累计超过
5 小时即为“不健康”游戏时间，玩
家的收益降为0。

“虽然目前国内还没有移动游戏

防沉迷的明确规定，但我们决定率先
做出一些努力和尝试，希望通过明确
限玩时间、强制下线的设置，来打消
父母的忧虑。”该负责人表示。

第二板斧：
绑定硬件设备实现一键禁玩

成长守护平台（https://jiazhang.
qq.com/）将再次迎来升级。今年 2
月，腾讯率先推出该平台，协助家长
对未成年人子女的游戏账号进行健
康行为的监护。升级后的成长守护
平台，将大幅降低操作门槛，家长只
需要简单步骤就可以完成绑定，并
掌握孩子游戏登录和充值状态。

同时，平台将增加硬件设备绑
定功能，避免未成年人通过多账号
登录绕开家长监护，从而实现家长
对指定的小孩设备实施一键禁玩的
操作。

据悉，该平台目前已覆盖腾讯
超过 200 款游戏产品，其中也包括

《王者荣耀》。截至目前，平台上有效
绑定账号将近70万个。

对此，腾讯高级副总裁马晓轶
认为，科技是未来发展的方向，“无
法让孩子活在没有科技的时代中。”

在互联网时代下，“腾讯有更多责任
与义务，去做一些积极主动的、有建
设性的工作，去引领行业直面和解
决‘未成年人游戏’这个绕不过去的
社会话题。”

相对过去简单地禁止孩子玩游
戏，马晓轶认为，选择越多，人的行
为越理性，平台是家长和孩子的沟
通工具，给家长提供了更多的选择，
也给孩子带来更大的成长空间。

第三板斧：
强化实名认证体系

早在今年 5 月，腾讯已经开始
在旗下的移动游戏中陆续推行实名
认证。没有完成腾讯平台实名注册
流程的账号，将无法进入《王者荣
耀》进行游戏。

《王者荣耀》开发团队表示，未
来实名认证系统将实行进一步的强
化措施。“未成年人健康上网是腾讯
长期、重点的系统工程，我们将与社会
各界一起为青少年创造健康的网络环
境。”腾讯有关负责人强调，“我们也呼
吁家长抽出更多的时间陪伴孩子，让
他们感受更多成长的温暖。”

成都商报记者 郭晶晶

广元市昭化区青牛乡位于亭子
湖中段，这里被钓友称为“钓鱼的天
堂”。本届赛事由广元市昭化区人民
政府、广元市白龙湖亭子湖管理领导
小组办公室、广元市钓鱼运动协会联
合主办，成都商报社一想网络科技
（成都）股份有限公司协办，成都空钩
悟道渔具有限公司冠名赞助。

精彩：连续鏖战30小时

7 月 1 日晚，青牛乡，人们都聚
集到了湖边，看钓鱼比赛。湖边的农
家乐生意也比平日里好很多。

一场钓鱼大赛，让这个小镇变得
格外热闹，街头上，人人都在谈论赛

事情况，“B区1号钓台钓到了12斤多
重的大鱼。”这样的喜讯很快就在当
地人的朋友圈流传开来。来自重庆的
钓友花了20多分钟才拉上这条大鱼，
去年他们是这项赛事的冠军。

“冠军多半又是他们的了。”但
有人并不这么认为，“野钓随时都有
惊喜，不到最后时刻谁也说不准。”
钓手们守在湖边，享受垂钓，专注比
赛，然后是一声惊呼，或者一声遗憾
的叹息。

惊喜：最后时刻逆转夺冠

临近比赛结束，冠军依然没有
定论。最后两分钟的时候，武胜益

村钓具二队钓上一条草鱼，看起来
冠军已经产生。但是，比赛的最后
一分钟，不远处钓台的成都游钓水
云间队又拉上来一条鲤鱼，最终，
成都游钓水云间队以0.3公斤的优
势夺冠。

成都游钓水云间队的领队刘
巍介绍，比赛的第一天渔获一直不
理想，直到7月2日早上到中午，才
不断起鱼。7月1日傍晚，成都商报
记者在刘巍的钓台守了一个多小
时，他们一条鱼也没有拉上来，但
他们钓得很认真。“没想到夺冠，就
是来享受比赛的。”刘巍说，他 6 岁
就开始钓鱼，这么多年来热情不

减。除了1万8千元现金大奖，成都
游钓水云间队还获得价值了1万4
千余元的由空钩悟道渔具提供的
奖品。

鱼情好，风景也好，本次的钓鱼
大赛举办期间，摄影大赛也在同时
举行。昭化区副区长姜云茂告诉成
都商报记者，青牛乡在整个昭化区
属于最偏远的乡镇。利用亭子湖给
当地带来的资源，区乡两级党委政
府积极主导，大力发展垂钓休闲业，
如今，亭子湖已经被钓友和专家评
价为西南自然水域最好的休闲旅游
垂钓区。 成都商报记者 杨灵

摄影记者 王勤

青牛峡钓鱼大赛圆满落幕
200名钓手角逐，成都队伍逆转夺冠

7月1日晚上，青牛乡的街道静悄
悄的，只有亭子湖岸一夜未眠。从7月
1日早上8点，到7月2日下午2点，
经过连续 30 个小时的激烈比赛，
2017年“空钩悟道”杯第二届亭子湖
青牛峡钓鱼大赛正式落下帷幕。来自
全国各地的50支队伍200名钓手纷
纷交出了自己的成绩，直到比赛最后
一分钟，成都游钓水云间队拉上一条
鲤鱼，逆转夺冠。

罕见植物小南星
在四川再次露面

今年6月底，一群植物爱好者来到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调查濒危
植物的分布和种群信息。著名植物科普组织“喵喵植物控”发起人孙海担任
了这次活动的专家领队老师。一株天南星属植物引起了大家的关注，经过
专家鉴定，这正是消失已久的小南星。作为我国特有的植物，它们生活在海
拔3000-3600米的高山草地，少有人发现。

隐居近隐居近6060年年

如果不是在草丛中如果不是在草丛中
多看了几眼多看了几眼，，小南星或小南星或
许还要在王朗国家级自许还要在王朗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然保护区““潜伏潜伏””下去下去。。这这
种在林下离群索居的植种在林下离群索居的植
物物““精灵精灵”，”，曾经一度被植曾经一度被植
物达人们遗忘物达人们遗忘，，最后一最后一
次被记录次被记录，，还是还是19581958年年
在四川马尔康被植物专在四川马尔康被植物专
家采集到家采集到，，这之后的数这之后的数
十年十年，，一度销声匿迹一度销声匿迹。。

在王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植
物达人孙海和山水自然保护中心
的植物爱好者们，到密林深处进行
植物调查。行进到金草坡时，孙海
意外扭伤了膝盖。原本走在队伍前
面的开路先锋掉了队，一个人在针
叶林里，寻寻觅觅。

虾脊兰、报春、捕虫堇……海
拔三千米左右的森林中，植物王国

里的植物总是能让人耳目一新。流
连其中，一株深紫色的植物引起了
孙海注意，凭借着长达八年的野外
植物观察经验，孙海判断，这是一
株天南星属植物。

“但它比一般天南星属的植物
要更低矮、更小巧。”孙海也有些摸
不准，这株植物肉穗花序的根部有
一个佛焰苞，底部为深紫色，顶上

还有三道白色条纹，上面的附属物
长而纤细。

孙海趴在草地上，对着这
株植物拍下了照片并做了解剖
图，发给自己研究天南星属植物
的朋友进行辨认。“这种植物在
现场只是零星分布，并不多。”孙
海又围着草地找了一圈，只发现
了三株。

不期而遇▶ 扭伤了膝盖发现了它

反复确认▶ 隐居多年后终于露面
“研究天南星属植物多年的马

政旭，确认了这就是天南星科天南
星属下的小南星。”孙海说，马政
旭对于这一发现也非常兴奋，他还
晒出了一份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标
本馆目前唯一的小南星标本。

系在植物根茎上的标签，还记
录着采集人吴中伦——著名森林
生态学家、森林地理学家。采集时

间为 1958 年 6 月 24 日，采集地点
在四川马尔康。小南星最先被植物
学家发现，还是在1890年的12月，
英国人普拉特在四川康定采集到
了样本。1977年，天南星科分类专
家李恒在《我国的天南星科植物》
中将其中文名定为“小南星”，这个
名字随后被《中国植物志》吸收，最
终成为本种的通用中文名。马政旭

也表示，小南星的标本数量较为稀
少，在世界上各大标本馆内十分罕
见。1958年至今，再也没有在野外
采集到这种植物的新标本。今年在
哥伦比亚举行的国际天南星科植
物大会上，马政旭和李恒也将分享
关于中国天南星属植物的分类研
究及最新进展，小南星的出现，无
异于锦上添花。

学术价值▶ 有利于今后研究保护
在中国植物物种信息数据库

中查询小南星，出现的是中国植物
志原版墨线图。“这株植物还没有
一张彩色照片。”孙海介绍说，因为
没有在珍惜濒危植物数据库里，在
数据库中，只有隐棒花、八仙过海
这些天南星科的植物，属于国家二
级保护植物。“平时的调查中又没
有被发现，很多人还以为它们消失
了。”孙海介绍说，这就跟距瓣尾囊
草一样，如果不是一次意外，人们
甚至都不会发现它的踪迹。在2015

年，植物达人们在西岭雪山发现了
百合科万寿竹属的一种万寿竹，最
终在 2016 年，由植物学者朱鑫鑫
博士正式发表为一个新种——以
西岭雪山命名的西岭万寿竹。“这
次发现之后，后来我们在四川其他
区域也发现了它们的分布。”

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不
少植物的处境开始变得不容乐观，
而小南星得以生存下来，离不开自
然保护区的生态环境，丰富的腐殖
质让它们在树林中得以存活。它们

为珍惜濒危植物数据库的更新，提
供了重要的数据。

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华南植物
园的植物学博士顾有容也表示，小
南星是天南星属下一个比较少见
的类型，关于这个种类的文献也比
较少，而且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发现
新的标本，对于这种植物的辨认也
容易出现混淆，此次发现也证实了
这种植物的分布，对它们今后的研
究和保护也会更加有利。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此次发现的小南星 孙海 摄

保存在英国皇家植物园标本馆（K）的
小南星标本

颁奖现场

成安渝高速
成都段剩余工程主线贯通

成都商报记者 3 日从中电建路
桥集团获悉，近日，成安渝高速成都
段剩余工程主线已贯通，待剩余工程
全部完成并经交工验收合格后，方可
向社会开放交通。成安渝高速全线建
成通车后，成都到重庆的车程仅需两
个半小时。

为实现绕城高速和成安渝高速接
驳转换，在两条高速相交处，专门设置
了成安渝高速成洛互通立交，这是剩
余路段的难点工程。记者了解到，为确
保施工安全，成洛互通主线施工期间，
绕城主道 1 公里道路通过疏解道通
行。目前，下穿绕城的主线业已完工，
近日将进行第二次交通疏解，恢复该
路段原本的通行方式。中电建路桥集
团相关负责人表示，成洛互通尚有匝
道群正在施工，将与 4 个收费站同步
建成。而洛带互通、车城互通及其收费
站已建成，龙泉山隧道也已通过交工
验收。为安全起见，正式开放交通前隧
道中还将会进行消防演练。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武侯区提供40个
暑期公益托管点位

进入暑期，家庭子女无人照管怎
么办？哪里有适合进城务工家庭子女
的兴趣辅导班？为解决特殊家庭（进城
务工人员家庭、留守儿童家庭、困难家
庭等）暑期子女无人照管的问题，今年
7月至8月期间，共青团武侯区委员会
联合武侯区关工委、武侯区检察院、武
侯区教育局等部门，开展2017年武侯
区暑期公益托管活动，在该区13个街
道提供了共40个托管点位。

活动前期，武侯区招募四川大学、
四川师范大学、西华大学等高校青年
志愿者 120 余名，报名登记参加的青
少年达1500余人。

据了解，今年暑期公益托管活动
点位共40个，覆盖全区13个街道。其
中社区点位32个，新增新城管委会E
空间、成都彩虹集团、卡美多鞋业企业
点位 3 个，为进城务工人员及留守儿
童家庭创造暑期团聚机会；新增西北
中学、龙江路小学分校、晋阳小学点位
3个，探索整合校内外优质资源，尝试
鼓励学校在暑期向社会开放；武侯区
青少年活动中心、武侯区少年聚落青
少年校外活动阵地点位 2 个。暑假期
间，将按照“专业社工+志愿者”的模
式总结工作经验，让青少年不出社区
就能接受课业辅导、手工绘画、音乐舞
蹈、运动游戏、法治教育、科普体验、心
理辅导等服务，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教育，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的同
时，解决家长后顾之忧。

成都商报记者 董馨

公积金中心城南大厅
将搬新址
7月28日～23日暂停办理业务

成都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昨日发
布通告，位于天府大道北段1480号孵
化园8号楼德商国际的成都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城南服务大厅，近期因搬
迁至新场地，将暂停对外办理业务。

据了解，城南服务大厅搬迁后的
地址为：高新区锦城大道 961 号人居
置业1楼（地铁1号线孵化园站B口出
往西1200米，靠近成都市不动产登记
和房屋产权交易中心城南服务大厅）。

因机房搬迁和网络及办公设备安
装调试，7月8日到7月23日，城南服
务大厅暂停对外办理住房公积金业务
（网上政务大厅和住房公积金个人贷
款批量回收业务除外），7月24日城南
服务大厅在新址正式开始对外服务，
城南服务大厅原业务受理范围及服务
功能不变。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