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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发展势头强劲的美
国运动品牌安德玛（Under
Armour）也难逃假货困境。9月5
日，德阳警方捣毁了一个卖假货
窝点，挡获的安德玛假货价值70
余万元。

广东某地批发的普通运动
服，挂上“安德玛”牌子及相关商
标，摇身一变就成了“正品”，再
通过淘宝热店以低于市场的价
格出售，德阳一卖家“山友户外”
近200天销售额300余万元。更可
怕的是，店家江某竟然冒充安德
玛在淘宝上大肆投诉售卖正品
的商家，其中一家店铺被投诉
后，连续3个月无法正常经营，直
接损失超6000万。

淘宝上卖假货，
还恶人先告状！

德阳“山友户外”售卖假安德玛被查 涉案金额300余万

2017年9月14日
星期四

采自地下321米的深井矿泉

时光回溯，上世纪80年代末，
成都长江紫东集团原洪河基地内
的生活饮水主要靠汽车从城里拉
水，或职工上班自带水壶。为解决
这一难题，1989年10月10日，企业正
式委托原地矿部成都工程勘察总
公司在基地内进行水文地质勘察
和凿井工作；1989年11月1日开钻施
工，经过33天作业，钻井深度达到
321米，抵达中生代6500万年至1.35
亿年前白垩纪时代地质构造储水
层；1989年12月3日上午10时，一股
清冽甘泉穿越洪荒，如仪式感般喷
薄而出……这来之不易的神奇泉
水，就是后来被命名为“上善地心
321”的饮用天然矿泉水。

28年连续监测取水环境稳定

因 取 水 深 度 321 米 而 得 名 的
“上善地心321”矿泉水，其水源位
于龙泉山脉地下321米夹关岩裂
隙 深 处 ，天 然 稀 珍 。从 1989 年 到
2017年连续28年监测结果显示：
其水质成分含量稳定，井口出水
温度常年保持22℃~22.3℃，水温

常 年 波 动 仅 0.3℃ ，取 水 环 境 稳
定，是国内罕见的优质天然矿泉
水水源地之一。

经四川省有关部门的十余名专
家鉴定，富含偏硅酸、锶及钙离子、
镁离子等人体所需的多种矿物质和
微量元素，PH值为7.2-8.3，属于天然
弱碱性矿泉水，是符合人体健康需求
的好水，被认定为偏硅酸、锶型饮用
天然矿泉水。

感恩回馈 1分钱抢购320元体验装

为感谢市民朋友长期以来的厚
爱，成都商报买够网特别联合经营

“上善地心321”饮用天然矿泉水的
成都长江紫东集团，隆重推出3000
户家庭健康饮水体验计划，并送上
惊爆福利：1分钱抢购价值320元的
深井矿泉水体验装，让成都市民更
加关注健康饮水的生活方式！

8月17日，中华口腔医学会正式公布
2017年的爱牙日主题：“口腔健康全身健
康”。健康口腔是身体健康的基础，对老年
朋友们来说，好牙口显得尤为重要。
省钱：种4颗解决半口牙缺失
全口牙可节省20颗种植体

身边一些老年人牙缺失后，考虑到钱
的因素选择了活动假牙和烤瓷牙。原华西
口腔医学院副主任医师、华西医科大学牙
周病学专业博士杨爱玲说：活动假牙是有

“使用期限”的，烤瓷牙需要磨损旁边的两
颗牙来做固位支撑。现在All-on-4已实现
了植入4颗人工牙根固定半口牙桥，一次
完成的技术。种植牙被定义为“永久修
复”，避免反复花钱。同时半口好牙只需要
4颗种植体，全口只需8颗种植体，大大降
低了种植费用。

爱牙日特享补贴专家号免费送
爱牙日即将到来，杨爱玲主任为广大市

民带来口腔健康讲座，现场提供免费亲诊。
凡报名成功的市民，即可享受爱牙日种牙限
时补贴及免费获得价值780元的爱牙大礼。

即 日 起 ，前 40 位 拨 打 健 康 热 线
028-69982575成功报名的市民免费送专家号。

活动时间：2017年9月22日
报 名 方 式 ：拨 打 健 康 热 线

028-69982575免费预约
讲座地址：锦江区书院西街1号亚太

大厦4楼

买够网联合本地知名饮水企业为蓉城市民推荐健康好水“上善地心321”
3000户家庭健康饮水体验计划启动，首日限量500份

关节疼痛，是很多人都会犯的毛病，
尤其中老年人的膝关节、髋关节、踝关节
等一旦发生病变，不仅十分痛苦，还会严
重影响生活质量。有人感叹“关节疼起来，
除了没人疼，哪儿都疼”。关节疼痛常见的
有骨性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以及痛风等
风湿免疫性疾病，这些疾病常会侵犯人体
关节，出现肿痛。

风湿医生张政介绍，关节疼痛应进行
全面、细致的体格检查。望诊观察关节部
位有无红肿、隆起、萎缩、畸形等情况；触
诊了解两侧是否对称和有关节积液；此外
还应该进行类风湿因子、血沉和CRP等检
查。对关节疼痛等风湿疾病治疗，以抑制
炎症和关节破坏的恶化为目的，因此，必
须尽量在关节初出现疼痛症状时就进行
适合的病情治疗。

9月23日~24日，四川省预防医学会启

动为期两天的“2017两岸风湿专家名医联
合会诊”活动，台湾风湿病医学会常务理
事林孝义、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
院风湿内科陈乐天、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瑞金医院康复医学科王朴等多家三
甲医院风湿病专家，将现场与患者面对面
提出精确诊疗方案，每日仅限100名，可提
前预约。如果有尿酸偏高、脖子僵硬、肩酸
背痛、关节不便、关节疼痛等症状，或确诊
患有相关风湿免疫性疾病的市民，可拨打
四川名医健康热线028-69982575咨询或
预约。

除了没人疼，哪儿都疼？

即刻种植全口牙可节省20颗种植体
（原华西口腔医学院副主任医师亲诊）
爱牙日限时补贴专家号限时免费送

健康大讲堂

特殊的待遇
被4位考官抬着进考场

9月9日中午12时许，全国试点高校
网络教育172次统考乐山电大考点里，
来了两位残疾人，引起了考官们的关
注。其中一位就是坐在轮椅上前来参考
的残疾人考生田富刚，而陪着他来考试
的妻子陶兰，同样是一位残疾人。

“给他们特殊的待遇！”乐山电大校
长余向华决定。考官们将田富刚抬进电
大会务中心二楼的一个标间，安排他们
夫妻午休，并告诉田富刚1点10分准时
抬他进考室。到时间后，4名考官合力将
他抬上位于教学楼四楼的402考室，帮
助他办完考试需要的电子签到等手续。

此次考试，田富刚需要参加大学
英语B和计算机应用基础两科。田富
刚说，他是德阳人，从没来过乐山，便
决定带着妻子到乐山考试，顺便去参
观乐山大佛，品尝乐山美食。

想到行动不便，田富刚原本想出
点钱请保安将他抬上去。“没想到考官
们太热情了，不但免费开房间让我休
息，还将我抬进考场。”田富刚说，这让
他非常感动，考试也非常顺利。

特殊的人生
从废墟求生到轮椅上射击

其实，考官们并不知道田富刚是
谁？在两门考试间隙，考官们和田富刚
交谈中才了解到他背后的故事。

田富刚曾是绵竹市汉旺镇东汽厂
的机械维修工，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
时，才22岁的他被倒塌的房梁砸中后
腰，腰椎爆裂性骨折造成下肢瘫痪。
2009年4月，在四川省残联和媒体的帮
助下，田富刚获得了到四川省陆上运动
学校省射击射箭队试训的机会，从此走
上了射击运动员的道路。2013年10月，
成都全国残疾人锦标赛上他取得4块
金牌。2014年10月，韩国仁川亚残运会
上夺得十米气步枪卧射银牌……

在射击队，田富刚也收获了爱情。
妻子陶兰是巴中人，比他小3岁，一场
车祸夺去了她的左腿，共同的经历和
梦想让两人走到一起。陶兰也曾多次
荣获国家级、省级奖项。

2013年，田富刚与妻子同时报读
了四川大学网络教育学院的社会工作
专科。考虑到孩子上学，陶兰退役回到
丈夫老家，开起了村淘服务站。

1分钱 抢购价值320元深井矿泉水

一口老井，一往情深。大自然就是如此神奇，北纬30°，地下321米，源自龙泉山脉，储藏于中生代6500万年至1.35亿年前地质构造层
中的深岩矿泉水，在不经意间穿越洪荒，汩汩而出。从此，成都人就有了属于自己的优质矿泉水——“上善地心321”饮用天然矿泉水。

再过几天，世界水监测日（9月18日）就要到了，其宗旨是保护水资源，推行健康饮水。为献礼世界水监测日，成都商报买够网特别联
合成都长江紫东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为蓉城市民推荐健康好水，隆重推出3000户家庭健康饮水体验计划，并送上惊爆福利：1分钱
抢购价值320元的“上善地心321”饮用天然矿泉水！

自8月底成都商报四川名医糖
友家线上平台上线以来，得到了糖
友们的高度评价。截至目前，有近
8000人注册了糖友家线上平台，共
计发了千余帖，已经成为西南地区
最大的线上“糖友之家”。

下周二，由成都商报四川名医
主办、银海眼科和瑞康大药房协办
的糖友家健康大讲堂将首次走进社
区，在成华区青龙场社区设立分会
场，成都商报四川名医（ID：scmingyi）

还将针对此次讲座开展多点直播。
据成都中医大银海眼科医院医

生介绍，糖尿病病程5年者，患糖尿
病视网膜病变达 25%，10 年者为
60%，增殖性糖尿病视网膜病变为
25%。因此，糖友们一定重视对眼睛
的检查。来四川名医糖友家，一场糖
尿病性眼科疾病科普讲座等着您！

（一）时间：2017 年 9 月 19 日
14：00～17：30

（二）地点 主会场：成都市金牛

区星辉西路 8 号，成都中医大银海
眼科医院；分会场：成都市成华区致
顺路 158 号四方阁（水脉青龙店）2
楼202、203

（三）主讲人：成都中医药大学
眼科学院科教学生部部长、实验中
心主任、博导 路雪婧教授；中华中
医药学会眼科分会青年委员、硕导
张富文教授

（四）报名热线：028-69982575
当天到主会场者，凭入场券免

挂号费和基础
检查费（测视
力、裂隙灯、血
糖监测、眼底
照相），还可以
建立一次眼健
康档案。此外，
活动参与者都能拿到一瓶900ml的
金龙鱼菜籽油。当天到分会场者，瑞
康大药房还会为其提供免费血糖、
血压、骨密度检测等。 （谢语嫣）

投诉
导致平台销量TOP3商铺
损失超6000万

今年 4 月，在淘宝平台销量
TOP3的雷恩体育（销售安德玛产
品）商铺被假冒安德玛权利人“山
友户外”连续投诉售假，导致店铺3
个月无法正常经营，直接损失超
6000万元。

接到投诉后，阿里巴巴平台治
理部发现有多个销售安德玛产品
的店铺被同一个权利人投诉，投诉
人来自四川德阳。阿里平台凭着以
往经验，识破“山友户外”假冒投诉
账户，至此一个假权利人正式进入
阿里平台治理的视线。

一般来说，假权利人会冒充品

牌官网，通过恶意投诉淘宝卖家进
行敲诈勒索，收取所谓的“授权
费”。但令人不解的是，这位假权利
人仅是投诉却不向任何卖家进行
敲诈勒索。鉴于此，今年5月，阿里
平台治理部的工作人员从“山友户
外”的店铺中购买了两件安德玛牌
运动服饰，交由安德玛公司鉴定，
结果确认：均为假货。

8 月 4 日，阿里平台治理部知
识产权维护工作人员来到德阳市
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
大队报案称：在淘宝网上开设店铺

“山友户外”的江某夫妇有销售假
货的嫌疑。

调查
5家售假网店
近200天销售300余万元

接到报警后，德阳市公安局
开发区分局成立了 10 余人的专
案组。根据报案人初期提供的证
据，民警立即着手开展调查工作。
协助警方调查的还有阿里巴巴

“特战队”小二、安德玛中国区工
作人员以及两名该品牌法务工作
人员。

一场线上、线下的调查同时
展开。在线上，蒙冤的卖家自发建
立聊天群，积极收集证据。卖家
lisszen在8月23日被“山友户外”投
诉售假关店，为配合警方线下行
动，lisszen没有将信息外露，避免被
江某察觉。

在线下，民警化装成居民、买
家等，前往德阳市翠湖街江某租住
房屋附近，踩点了解情况。民警调
取证据发现，江某夫妇所开设的5
家网店在销售美国安德玛品牌的
运动服饰，价格多在 150~180 元，

而近 200 天所售的假冒安德玛品
牌商品高达300余万元，涉嫌金额
特别巨大。

抓捕
老板很淡定
员工正在接单

9 月 5 日上午，德阳市公安局
开发区分局经济犯罪侦查大队对
江某实施抓捕。

“江某是租住的一栋相当于别
墅的房子，用于办公和住宿。”一名
参与抓捕的民警介绍，民警上门
时，江某正在办公室上网，表现很
淡定，一男一女两名员工正在办公
室接单。随后，警方对售假窝点进
行查封，挡获尚未售出的涉嫌假冒
美国安德玛商品 4000 余件，价值
70余万元。

江某陆续交代了其犯罪事实，
这些从广东某地批发来的普通运
动服，挂上“安德玛”牌子及相关商
标，摇身一变就成了“正品”，再通
过淘宝热店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
售。为了“干掉”竞争对手，江某夫
妇从2016年5月开始恶意投诉，投
诉目标为其他正品卖家，共涉及
800多条爆款链接。

昨日，记者来到位于翠湖街68
号的“山友户外”，看到该店代理的
品牌招牌依旧树立在大门两侧，上
面 有 Under Armour、Black Dia-
mond、PETZL等知名户外品牌。不
过大门紧锁，据知情人士透露，该
店已经关门一周左右。

目前，江某的5家售假网店已
关店，江某因涉嫌销售假冒注册商
品被刑事拘留，该案正在进一步深
挖细查中。

倪欢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糖友家线上平台迎来8000糖友注册 已成西南最大“糖友之家”

下周二糖友家首进社区：当心糖尿病并发症致眼盲

地震时致残地震时致残，，残运会夺银残运会夺银，，如今上大学如今上大学

绵竹80后“励志小伙”
被抬着进考场

9月9日，全国试点高校网络教育172次统考乐山电大考点里，来了
一位坐着轮椅的特殊考生，而陪他考试的妻子也是一位残疾人。见此
情景，几位考官给了他们“特殊”待遇——不仅给他们免费开了一间
房午休，并将他直接抬到了考场。

这位特殊考生不是别人，正是曾代表中国队出征亚洲残运会并
取得射击银牌的绵竹小伙田富刚。2008年地震中不幸截瘫，2009年获
四川射箭队试训，2014年夺得亚洲银牌。如今，他正在四川大学网络
教育学院读本科——田富刚用自己的方式书写了“励志”二字。

成都商报记者：你以前爱好运动
吗？射击运动给你带来了什么？

田富刚：地震前我爱踢足球，受伤
致残后也曾消沉过，但是人必须往前
看。北京残奥会让我看到了希望，几经
辗转，最后与射击结缘。选择射击运
动，让我找到了快乐，觉得每一天都过
得很有意义。

成都商报记者：为何要继续读书？
田富刚：我以前是一名高中毕业

生，文化水平不高。对于专业射击运动
员来说，体育技能固然很重要，但是心
理素质和文化素质也很重要，多读书、
多学习总是好事吧。

成都商报记者：你的理想是什么？
田富刚：以前我的理想是成为一

名高级工程师，但是地震改变了我的
人生。现在我希望能在残奥会上夺取
一枚奥运金牌，这是目前最大的理想。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 对 话 田 富 刚 /

考官抬着田富刚进考场（受访者供图）

民警现场查获销售假冒安德玛窝点

3000户家庭健康饮水体验计划

1分钱抢购
价值320元矿泉水体验装

产品：上善地心321饮用天
然矿泉水

水源地：成都龙泉驿
体验装内容：2件321ml（每

件12瓶，售价60元/件）、2件
2500ml（每件4瓶，售价100元/
件）的321矿泉水

抢购体验总数量：3000户
首日抢购限量：500份
抢购规则：今日上午10点

开抢，扫码进入秒杀页面，每个
ID限2份。

体验活动区域：仅限成都
主 城 区
（ 绕 城
内）、龙泉
驿 主 城
区 ，免 费
配 送 到
家。
（冯石龙）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