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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
彩票全国联销“排列
3和排列5”第18095

期排列3直选中奖号码：894；排
列5中奖号码：89429。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全国联销“3D”第
2018095 期开奖结

果：241。●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18041期
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23 08
07 24 20 32，蓝色球号码：13。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
果为准）

成都公布“低保边缘户”认定标准

家庭拥有2套以上房产
不能认定低保边缘户

记者昨日从市民政局官网获悉，
成都正在建立健全民政低保边缘困难
群众救助机制，并公开了民政低保边
缘的认定标准和救助范围。

根据《成都市民政局 成都市财政
局关于建立健全民政低保边缘困难群
众救助机制的通知》（以下简称《通
知》），民政低保边缘主要从收入和财
产来认定，分为民政1类和民政2类。从
收入上看，民政1类低保边缘收入标准
为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当地低保标准
50%以内（含50%）；民政2类低保边缘
收入标准为家庭月人均收入高于当地
低保标准50%以上、100%以内。

从财产上看，申请民政低保边缘
救助家庭财产状况具有下列情况之一
的，不认定为民政低保边缘：1、申请家
庭现金、存款、有价证券、债权、公司股
份等财产，家庭成员人均总值超过当
地36个月低保标准总和的不认定为民
政1类低保边缘；超过当地48个月低保
标准总和的不认定为民政2类低保边
缘。2、申请家庭成员名下有机动车辆
的，不认定为民政1类低保边缘；申请
家庭成员名下有机动车辆，且价值在5
万元以上的（一手车通过购车发票、二
手车由有资质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提供
的评估结果认定），不认定为民政2类
低保边缘。上述车辆中用于劳动生产
的摩托车、残疾人用于功能性补偿代
步的机动车辆除外。此外，申请家庭拥
有2套以上（含2套）产权住房且住房
面积超过当地住房保障标准两倍的不
认定为民政低保边缘。

根据《通知》，认定成为民政低保
边缘救助的将根据不同类别享受不同
的救助。民政1类低保边缘对象可按现
行救助政策享受民政一般住院救助、
大病住院救助、补充医疗救助和阳光
助学救助。民政2类低保边缘对象可按
照1类低保边缘对象救助标准的70%享
受民政一般住院救助、大病住院救助
和补充医疗救助。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被收40元“抢票费”
市民状告抢票软件公司败诉

因为被收取了40元的“抢票费”，四
川乐山市民李枚加认为没有“明码标
价”，侵犯其知情权，遂将抢票软件公司
告上了法庭。经乐山市中区人民法院一
审，判其败诉。李枚加不服，又上诉至乐
山市中级人民法院，被驳回上诉。

去年4月8日，李枚加利用上海蒜
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蒜芽
公司”）提供的手机软件（智行火车票）
订购了4月10日乐山至成都南的动车
车票。李枚加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乐山
至成都南动车二等座票价为51元，但
蒜芽公司收取了他71元。

第二天，李枚加再次利用该手机软
件订购了4月11日乐山至成都南的动车
车票。二等座票价为51元，但被收取了
81元，后退款10元，实际收取71元。

李枚加认为，在该抢票软件的页
面上，没有看到任何收费价格公示，侵
犯了其知情权、财产权、选择权，蒜芽
公司违反了《关于商品和服务实行明
码标价的规定》第十九条，收取了未标
明的费用，违反国家行政法规的明文
规定，其违法收取的费用应当予以退
还。2017年4月11日，李枚加将蒜芽公
司告上了法庭，要求返还多收的40元
抢票费，并承担诉讼费用。

2017年11月5日，法院作出一审判
决。法院认为该案属于一般侵权行
为，适用过错责任原则，举证责任由
原告承担。原告提供的网页截图、交
易回单能够看出被告收取的费用及
火车票实际票价，被告在购买后乘坐
前对此都已知晓。

法院认为，原告在庭审现场演示
中，也能看到在购买火车票时有预订
和抢票两项选择，并标明有相应的价
格。原告未举证证明其购买火车票之
时手机软件的操作界面情况，无法证
明被告未对价格进行标示。

因此，法院认为，原告未提供证据
证明被告有过错行为，也不能证明多
付40元购买火车票是在其不知情、没
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进行。驳回原告
诉讼请求。对此，李枚加不服，并上诉
到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年4月8
日，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此
案，并通过网络进行现场直播。经过审
理，法院当庭驳回了李枚加的上诉。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祝浩杰

今年3月，成都文物考古研
究院在吊运青白江区双元村春
秋战国墓葬群中最大的一座船
棺墓葬154号墓的船棺时，位于
船棺底部中间位置的腰坑让考
古专家又发现了不少文物（本报
曾报道）。在送往成都文物考古
研究院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进
行保护和研究后，这些文物渐渐
恢复往日光泽，通过X射线成像
处理，一些肉眼看不到的纹饰，
也渐渐清晰。其中铜匜内表面刻
满了精美的纹饰，简单勾勒的人
物图像，乍一看跟小猪佩奇的动
画形象有着几分神似。

使用如此高级的洗漱用品，
墓主人是谁？年龄有多大？随着人
骨鉴定的深入推进，拥有这些随
葬品的墓主人被认定为一个35到
40岁的成年女性。

双连耳杯

X射线下呈现的纹饰

修复漆床部件

古蜀船棺出土文物修复中有不少惊喜发现

首次出土有“人形耳”的双连耳杯
经人骨鉴定，拥有这些随葬品的墓主人是一名成年女性，或为高等级贵族

“M154墓的床比商业街船
棺出土的床还要精美。”杨弢介
绍说，这些床具都是先雕刻花
纹，然后再进行涂饰，不同于商
业街船棺直接涂饰，工艺更加
复杂。从目前的修复来看，这架
床具约一米宽、两米长。此外，
文物修复人员在修复这些漆床
时也发现，上面回首龙纹、凤纹
等纹饰清晰可见，从这些高等
级的漆木器来看，大家一致认
定，墓主人的身份一定不简单，
至少会是当时古蜀国的高等级
贵族。

四川大学原海兵博士对双

元村154墓主人骨也作出了鉴
定：从股骨、盆骨的特征分析，
墓主身高1.6米左右，年龄35至
40岁（从牙齿磨损程度判断），
成年女性。以后还可以通过骨
骼同位素分析、DNA分析、牙
齿分析等等，来确定墓主的人
种、饮食习惯等。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摄影报道

船棺墓主
疑似女贵
族，扫码看
视频！

去年四月，四五箱和淤泥
混在一起的漆器残片也被运送
到了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在清
理之前，谁也不知道这里面会有
什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物
保护与修复中心馆员杨弢介绍
说，在陆续的清理过程中，具有
蜀国特色的漆木床逐渐有了眉
目，这些文物有与商业街船棺葬
A型漆床形制、纹饰极为相似的
漆床构件。

据他介绍，成都文物考古研
究院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为此成
立了M154出土文物抢救性保护
项目组，由中心主任肖嶙研究馆
员牵头，其中出土饱水竹木漆器
的现场保护和室内清理依托出土
木漆器保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
基地成都工作站具体实施。“出土
饱水竹木漆器的脱水保护问题，
一直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文物保护

的难点问题之一。”杨弢说，荆州
文物保护中心作为出土木漆器保
护国家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的共
建单位，在总结同行专家的经验
基础上，对原有脱水方法进行了
系统的研究改进，反复试验，终于
摸索出了目前为止最为成熟的出
土饱水竹木漆器脱水保护技术。

“有了这些经验，也让这次修复避
免了盲人摸象。”

而在淤泥中清理出的耳
杯，能够看到楚文化的影子，但
也有蜀文化自成一体的创造风
格。“它的两个‘耳朵’不是方
的，更像人的耳朵。”在楚文化
中，这些耳杯会用来在结婚时
喝交杯酒，但在蜀文化中怎么
使用，还是一个问号。杨弢指着
一个双连耳杯介绍说，这样的
耳杯还是国内首次出现，具体
用途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在腰坑中，6件青铜器和2件彩
绘木器运送到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
院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进行保护和
研究。“腰坑处于相对密闭的环境
中，6件青铜器除一件甑破碎数块
外，整体保存状况较好。”成都文物
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与修复中心助
理馆员蒋璐蔓介绍说，铜缶、铜匜出
土时还具有金属光泽，但文物出土
后环境骤变，如何对其进行有效的
保护以保持其金属光泽，还需进行
深入的研究。

和刚刚出土不同，在经过初步
清理、修复之后，这些文物已经逐渐
恢复了两千多年前的神韵。铜匜，是
商周时期铸造的一种洗漱器皿，造
型不一。此次出土的铜匜，在清除掉
表面附着的泥土后，发现上面刻满
了精美的纹饰，“由于大部分纹饰被
锈蚀物掩盖，肉眼只能看到部分纹
饰。”蒋璐蔓说。

使用X射线成像系统处理后，
可更清晰的看到铜匜内表面所刻的
纹饰，其中简单勾勒的人物图像，乍
一看跟小猪佩奇的动画形象还有着
几分神似。

目前，经过细致观察和X射线
成像技术的辅助，可以确定铜鼎的
器身由两块璧足范、一块底范和一
块内范铸造而成；而铜鬲的器身由
三块璧足范、一块底范和一块内范
铸造而成；铜盆的耳和铜匜的环耳
都是使用铆铸法铸成。在X射线图
片中还可以看到铜鬲的底部因铸造
时外范开裂，铜水渗出形成的不规
则亮影，以及铸造时因排气不良而
形成的缩孔。铜盆底部一圈一圈均
匀分布着数个垫片，也反映了当时
的铸造方法。

修复青铜器
“盥洗盆”里藏了“小猪佩奇”

双连耳杯有对“人形耳”
精美漆床露出冰山一角

或为高等级贵族
是一名成年女性

探秘墓主

首次出土技术辅助

20年游戏历史
曾组建女子战队参赛

“我八岁就开始耍游戏。”张乃
玉调侃道。她一头短发、不施粉黛，
走起路来风风火火，一副“女汉子”
的模样。在别的小女孩玩洋娃娃时，
她却抱着电脑耍游戏了。帝国时代、
主题医院、英雄联盟、龙之谷……
曾经风靡一时的游戏她都耍过。

因为喜欢，张乃玉曾组建一
支英雄联盟女子战队出去参加比
赛，还曾主办英雄联盟线下水友
赛。但毕业后来到成都，她不再满
足于仅仅把游戏当作爱好，决定
从事游戏行业。

去年，张乃玉创办了一家专
做游戏活动策划的文化传播公
司，自己担任项目总监。有意思的
是，公司的合伙人和员工都是她
在游戏中结识的，并且女性占了
绝大多数。

在她看来，在适量的前提下玩
游戏也是有好处的。她笑着说：“游
戏让我的思维变得灵活，也提升了
我的逻辑能力和空间想象能力。毕
竟，很多游戏还是涉及战术、策略，
我需要从不同的思维模式和思考
角度，去通关不同的游戏，或解决
不同的问题。”

首张单子
把国际电竞赛事引入成都

4月20日，2018IGS成都数字博

览会将开幕，作为倍受瞩目的赛事
之一，亚洲最高规格的电竞职业赛
事PGL·CSGO亚洲邀请赛的决赛
也将在数博会期间开战。张乃玉和
她的团队就是首个将该赛事引入
成都的幕后推手。

申办大型国际电竞赛事并不
容易，张乃玉告诉记者，筹备过程
最困难的主要是版权问题和战队
的邀请，CSGO是外国公司研发的
游戏，对版权授予这块的审查比
较严格，对举办单位的实力和人
流量很看重。

“PGL对申办地点的实力和人
流量有严格的审核，人要够多，舞
台要够炫。”张乃玉说，成都数博会
的展会面积有5万多平米，是目前
西部最大的数字娱乐展，人流量保
守估计3天会达到8万人，借数博会
的人气和规格，又对决赛舞台尺寸
和灯光做了提升完善，共花了7个
月才完全敲定落地成都。张乃玉和
团队随后又邀请了十六支亚洲战
队来参赛，不少都是圈内耳熟能详
的一流强队。

除了邀请赛外，他们团队还将
在IGS成都数字娱乐博览会上举办
王者荣耀明星表演赛、英雄联盟水
友赛等一系列赛事活动。

淘金游戏
见证成都电竞行业起飞

电竞行业正处风口，是否如大
众想象的那样暴利呢？张乃玉坦率

地说，“打电竞有钱但做电竞的不
一定。”不过，选择投身这个行业，
张乃玉也是看准了前景。

这些年里，成都电竞行业发生
的变化，张乃玉都有明显的感知。
她一一向记者列举：2009年WCG
全国总决赛落户成都、2016年成都
电子竞技产业协会成立、2017年四
川三所高校挂牌电竞专业、2017年
腾讯与成都开展电竞行业的合作、
2018年OMG主场回归成都……

张乃玉表示，作为一个老牌的
电子竞技项目，CSGO非常看重团
队的配合、大局观的展现、战略战术
的制定以及个人能力的强弱，能够
给予观众一个更好的观赛体验。此
次PGL选择在成都与IGS一道举办
今年的亚洲邀请赛，一方面是看重
了成都地区CSGO玩家们的热情，
另一方面也是西南地区电子竞技
氛围和文化这些年蓬勃发展使然。

“当然，申办电竞赛事也是一
种情怀。”张乃玉提到，不管是之前
女子战队的队员，还是现在一起申
办电竞赛事的团队，都是她平时在
游戏上“耍”得比较好，或者热爱游
戏的朋友。张乃玉表示，现在热门手
游都是容易上手、比较简单的游戏，
但是缺少策略、战术的安排与实施。
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在成都举办的
国际电竞赛事让更多人关注并体
验这种通过战术、策略所带来的乐
趣与思维模式上的改变。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实习记者 庄灵辉

位于天府五街
的菁蓉国际广场，是
成都年轻人扎堆创
业的地方。走进5号
写字楼的共享办公
室，上百台电脑有序
排列，键盘敲动的声
音此起彼伏。屏幕背
后紧张工作的，几乎
是清一色的年轻男
性程序员。

放眼望去，有一
处布置成粉红色的
工作区很显眼。该工
作区的负责人叫张
乃玉（右），她在男性
为主的电竞行业中
打造出了一支“娘子
军”。这个来自贵州
的90后蓉漂姑娘年
纪虽小，却有着20
年游戏经验。去年，
张乃玉把爱好升级
为事业，与朋友共同
成立了一家文化传
播公司。创业后的首
个活动，就是将亚洲
最高规格的电竞职
业赛事PGL·CS-
GO亚洲邀请赛引
进成都，并将在本月
亮相2018IGS成都
数字博览会。

目前正是学车高峰期，歪教练
竟在成都市区内的道路教学员，而
教练车上个月就该报废。近日，成都
市交委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在武侯区
智达二路查获一辆无证下线教练
车。歪教练面临20000元至50000元
罚款，教练车被暂扣，该车所属驾校
也将受到处理。

4月4日，在智达二路附近，一辆

教练车正在进行科目三教学。市交
委执法总队执法人员对其进行例行
检查，竟发现教练员丁某出示的道
路运输证有效期为2017年9月，是无
效证件。同时，车辆行驶证的检验有
效期为2018年3月25日，执法人员立
即联系属地交警协同调查。

经查，丁某已不具备教练员身
份，且明知车牌号为“川A5830学”的

教练车应该于今年3月报废，还继续
在教学员。由于他涉嫌未经许可擅
自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相关
规定，面临罚款20000元至50000元
的行政处罚。市交委还将依据《成都
市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质量信誉
考核管理办法》，对该车所属的蜀安
驾校予以扣分处理。同时，市交管局

一分局已暂扣当事车辆，并将对丁
某驾驶下线车辆开展营运活动、涉
嫌危害道路运输安全的违法行为做
进一步处理。

市交委执法总队提醒市民，报
名学驾驶应该到驾校或驾校设立
的招生站点，并查看驾校的《道路
运输经营许可证》，与驾校签订培
训合同，交费后索要票据，不要轻

信教练员或其他个人的口头承诺。
若学员遇到驾校教练员有违规行
为或教学车辆为下线教练车等情
况，可拨打交通运输服务监督电话
12328进行投诉举报。市交委也将
持续加大驾培市场整治力度，继续
采用联合执法模式，确保驾校教学
规范、安全有序。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重罚！歪教练竟用报废车教学员

90后蓉漂女孩
把国际电竞赛事引进成都游戏耍成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