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花 一 分花 一 分
钟钟、、支付支付33元钱元钱，，
成都金牛区量成都金牛区量
力钢材城内的力钢材城内的
一家打印店和一家打印店和
一家文具店就一家文具店就
能制作出一份能制作出一份
假的假的““钢材质量钢材质量
证明书证明书”，”，甚至甚至
是盖有厂家红是盖有厂家红
章的合格证章的合格证，，覆覆
盖国内多家知盖国内多家知
名钢铁公司名钢铁公司。。记记
者暗访中者暗访中，，向两向两
家店提供了虚家店提供了虚
构的钢材信息构的钢材信息
后后，，工作人员通工作人员通
过过PSPS软件在模软件在模
板上修改时间板上修改时间、、
名称名称、、吨数等吨数等，，
当场就顺利打当场就顺利打
印出近乎乱真印出近乎乱真
的的““证明书证明书”。”。

多家钢铁多家钢铁
公司看后表示公司看后表示，，
这些证明书是这些证明书是
假的假的，，他们也没他们也没
有给这两家店有给这两家店
打印证明书的打印证明书的
授权授权。。当晚警方当晚警方
将两家店的人将两家店的人
员员、、电脑控制电脑控制，，
次日两家店涉次日两家店涉
案的案的44名人员名人员
因涉嫌伪造公因涉嫌伪造公
司司、、企业印章罪企业印章罪
被刑事拘留被刑事拘留。。

此外此外，，对对
于记者于记者““有哪些有哪些
钢材依靠这样钢材依靠这样
的假证明流入的假证明流入
市场市场””的疑问的疑问，，
金牛区市场和金牛区市场和
质量监督管理质量监督管理
局也表示局也表示，，将根将根
据警方调查情据警方调查情
况进行下一步况进行下一步
处理处理。。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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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列3第19016期全国销售15599062元。开奖号码：591。直
选全国中奖4754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6全国中奖17630
注，单注奖金173元。9317261.9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5第19016期全国销售11167640元。开奖号码：59181。
一等奖66注，单注奖金10万元。210167924.32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9007期全国销售212856147元。开奖号
码：03 12 16 29 32 01+05，一等奖0注，追加0注。二等
奖74注，单注奖金147545元，追加20注，单注奖金88527元。
三等奖546注，单注奖金7362元，追加207注，单注奖金4417
元。7231975347.18元滚入下期奖池。

体
彩

兑彩票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19007期全国开奖结果：01 06
10 12 13 22 27，特别号码：26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19016期开奖结果：683。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9008期：32001130足
彩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3月18日)

监测显示，2018年全省人均
期望寿命77.1岁（比2013年增加
了1.45岁），其中男性74.34岁，女
性80.34岁。据了解，人均期望寿
命是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三大核
心指标之一，反映一个国家或城
市的整体健康水平，其增长依赖
于社会的全面进步。

慢性病是主要健康问题
是人群的主要死亡原因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是全省居
民的主要健康问题。伴随工业化、
城镇化、老龄化和生活节奏的加
快，受吸烟、过量饮酒、不合理膳
食、缺乏体力活动等不健康生活
方式的影响，我省慢性非传染性
疾病的发病和死亡继续呈上升趋
势，成为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和
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据估计，我
省每100名18岁及以上成人中有
27 人 患 高 血 压（ 患 病 率 为
27.31%），有10人患糖尿病（患病
率为10.29%），每10名40岁以上人
群中至少有2人患慢性阻塞性肺
疾病。每1000人中一年内有超过3
人次发生脑卒中，每1万人中一年
内超过4人次发生急性心肌梗死，
每1万人中一年内有25人被诊断
为恶性肿瘤。

慢性病是人群的主要死亡原
因。与2013年相比，2018年四川省
慢性病死亡构成由87.56%上升到
88.01%，死亡率由524.55/10万上
升到563.88/10万。每1000人中一
年内有6.4人发生死亡，其中有5.6
人死于慢性病，其中1.6人死于恶
性肿瘤、1人死于脑血管病、1人死
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恶性肿瘤
死亡以肺癌、肝癌和食道癌居前
三位。

传染性疾病总体发病平稳。
近年来，通过各级卫生计生部门
及相关机构的共同努力，全省传
染病防控效果显著。2018年全省
报告法定管理传染病2类31种，报
告发病341571例，报告死亡3665
人，报告发病率、死亡率分别为
413.42/10万、4.44/10万（截至11
月数据）。发病数排在前5位的病
种依次是手足口病、肺结核、乙
肝、其他感染性腹泻病、梅毒；死
亡数排在前5位的是艾滋病、肺结
核、乙肝、狂犬病和丙肝。

地方病和寄生虫病发病稳中

有降。全省无临床新发大骨节病
病例。血吸虫病疫情降至历史最
低水平。包虫病流行村现患病人
全部查清。

四川省居民三大主要伤害是
跌倒/坠落、车祸和动物伤，伤害
发生地点前三位依次为家中、公
路/街道和公共居住场所，家中伤
害占3成。

每10名成人中有3人吸烟
吸二手烟的人更多

在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和
死亡高发的同时，与其密切相关
的危险因素也处于高水平。

吸烟：全省每10名成人中有3
人（成人吸烟率30.34%）吸烟，其
中男性每10人中约有6人（吸烟率
59.39%）、女性每100人中有2人
（吸烟率2.09%）吸烟。吸二手烟的
人更多，每10名不吸烟的成人中
有7人（吸二手烟69.56%）暴露在
二手烟环境中。

饮酒：四川省每10名成人中
近5人（46.06%）一年内有饮酒。男
性 （64.97% ） 远 高 于 女 性
（27.66%）。

锻炼：四川省每10名成人中
有1人（10.08%）经常锻炼，男性
（9.40%）低于女性（10.73%）。

膳食：成人猪肉、牛肉等红
肉吃得多，油盐重，蔬菜和水果
偏少。每10名成人中有3人每日
红肉摄入量超过推荐值，有5人
每日摄入蔬菜、水果不足，近8人
每日摄入烹调油过多，5人摄入
食盐过多。

超重肥胖：四川省每10名成
人中有近4人超重、1人肥胖、近3
人中心型肥胖。

孕产妇、婴幼儿
死亡率呈明显下降趋势

2013年~2018年，四川省孕产
妇、婴儿、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呈
明显下降趋势。2018年1月~11月，
孕产妇死亡率为18.51/10万，较
2013年下降29.43%；婴儿死亡率
为5.43‰，较2013年下降40.13％；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为7.45‰，较
2013年下降36.70％。据介绍，四
川省孕产妇死亡率连续15年低于
西部平均水平，婴儿死亡率连续
10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四川省发布2018年健康状况白皮书：
全省人均期望寿命增至77.1岁

1 月 16 日，四川省公安厅出
入境管理局发布 2018 年出入境
大数据。记者通过数据了解到，
2018 年，全省居民出境 776 万余
人次，川人最喜欢去中国香港、泰
国；同时，全省外国人临时来川数
据为 199 万余条，老外们最喜欢
去的城市为成都和乐山。

据统计，2018年全省公安出
入境管理部门共签发中国公民出
国（境）证件签注 586.9 万余本
（枚），同比上升12%。其中，普通
护 照 176.6 万 余 本 ，同 比 上 升
10.5%，往来港澳通行证及签注
348.2万本（枚），同比上升13.5%，
往来台湾通行证及签注61.8万余
本（枚），同比上升 8.7%，前往港
澳通行证0.11万余本，同比上升
1%，出入境通行证 0.06 万本，同
比上升10.8%。

数据显示，21-30 岁的年轻
人申请出入境证件最多，女性比
男性更喜欢出国（境），办证高峰

期出现在 3 月。截至 2018 年 12
月，省内居民共持有出国（境）证
件1691.5万余本。

在出国（境）方面，2018 年，
全省居民出境 776 万余人次，同
比略有上升。其中，排名前十的出
境首站国家和地区依次为：中国
香港、泰国、中国澳门、越南、日
本、马来西亚、新加坡、柬埔寨、美
国、韩国。

外国人来川方面，2018 年，
全省常住外国人办理居留证件
2.01 万余件，主要是为了学习和
工作。全省外国人临时来川数据
为 199 万余条，同比增长 4.17%。
据统计，最喜欢来川的境外人员
依次为：美国人、日本人、韩国人、
马来西亚人、英国人、新加坡人、
澳大利亚人、德国人、泰国人、法
国人。外国人来川最喜欢去的地
方依次为：成都、乐山、甘孜、阿
坝。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2018年四川公安出入境大数据发布
老外来川 最爱游成都、乐山

自2014年起，我省每年都会发布《四川省人群健康
状况及重大疾病报告》，旨在用科学、准确、翔实的资料
和数据，客观反映全省人群健康状况及疾病发生基本
情况，为各级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决策参考依据，为广
大人民群众提供健康促进和疾病防治知识。该报告被
称为我省的“健康状况白皮书”。

1月16日下午，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召开媒体座谈
会，发布了2018年健康状况白皮书。

15日下午，记者来到量力钢材城。
根据钟林的指引，记者很快找到了这
两家店。

金丰文具金丰文具
根据虚构的数据
伪造两份“质量证明书”

B区这家店位于该区2栋桥下，并没
有店招，只在门口摆放了一个“金丰文
具”的灯招。记者注意到，灯招旁边的垃
圾桶里丢弃着一些国内钢厂的产品证明
书。走进店时，一名男子正守在复印机前
查看刚刚制作好的钢材“产品质量证明
书”，听说记者要打印证明书，他指了指
一旁的三台电脑。

三台电脑前坐了3名女子，另有多名
顾客簇拥。坐在中间的一名女性工作人员
右侧的一名男子，一边展示手机里的文
件，一边指着电脑屏幕说“把这两个位置
改一下”。另一边的女顾客则是帮他人来
制作文件的，此时她正打电话告知对方3
元一张、不能拍照发送。记者注意到，该女
顾客还接到了买钢材的电话，并询问对方
要多少并报价。最右侧电脑前的工作人员
是一名孕妇，记者看到，她打开一份模板，
通过PS软件按照身后顾客的要求，将模板
上钢材的规格“26×5×L”改成字体、大小
几乎一样的“57×5”，又把日期由“2018年
2月”改成当年12月，随后打印；然后，她又
根据另一名顾客的要求，在另一份模板上
将时间由“2017年5月22日”改成“2019年1
月8日”，随后打印。

记者找到中间的女子，向她出示了事
先编好的、实际并不存在的钢材需求数
据，她抄下后告诉记者：“彩色的3元一张，
黑白的2元。”接着，该女子在电脑中打开
一份模板，根据记者提供的信息，将模板
里钢材规格厚度由“2.0”改成“1.5”，宽由

“1000”改成“1250”，长度由“2000”改成
“L”，再将牌号修改为记者要求的“Q235”，
又将品种名称修改为记者要求的“冷轧钢
卷”，随后修改证明书号、发货日期以及制
表、打印时间，不到3分钟，便完成了一份
抬头为“攀钢集团攀枝花钢钒有限公司”
的“产品质量证明书”。

记者注意到，这份证明书打印出来后
便自带一个红色章，印有“攀钢集团攀枝
花钢钒有限公司产品质量专用章”字样。
随后该女子如法炮制，根据记者提供的数
据制作了一份彩色的“酒泉钢铁（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的“钢铁质量证明书”，也盖
了红色章，印有“酒泉钢铁（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产品质量检验专用章（09）”字样。

至于记者提供的宝钢的“汽车高强
板”证明书的要求，女子表示“弄不了”。店
内老板告诉记者，宝钢、武钢的都可以弄，

“要看是什么东西。”打印完成后，记者扫
码支付了9元。

乐意复印乐意复印
3分钟制出3份“质量证明书”
竟然还有“合作价”

记者又来到量力钢材城A区一家洗车
店旁，见到了钟林指认的那家复印店。店
招和门口的灯招都写着“乐意复印”的字
样。记者注意到，店由一男一女经营，男子
正在和顾客沟通制作。记者将编好的信息
拿给店内女性工作人员看了一下，她没有
多问就在电脑内检索并打开了一个模板，
接着开始用软件修改模板上的内容，将宽
度由“1250”修改为记者要求的“1500”，接
着将模板上的日期“2017年5月13日”修改
成“2018年12月14日”，再添加重量为6吨，
调整了字体、大小以及位置；之后，如法炮
制，又制作了“酒钢”和“宝钢”的证明书。
直到3份证明书打印出来，大约只用了3分
钟。接着，合格证很快也被制作出来。

记者注意到，其制作的第一份“产品
质量证明书”上写着“攀枝花新钢钒股份
有限公司”，盖了章；另一份则是“酒泉钢
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钢铁产品质
量证明书”，也盖了章；第三份“产品质量
证明书”的抬头是“宝钢股份黄石涂镀板
有限公司”，没有盖章，却有一个检验人的
拼音签字。

在此期间，女子小声问记者“要不要
合作价”。她表示，证明书3元一张，加上3
份合格证一共支付14元即可。记者随后按
照其指引，扫了店内墙上的二维码进行了
支付。

两家小店竟有多家企业
质量证明书盖章模板

记者暗访

钟林（化名）是成都市金牛区量力钢
材城里的商户。钢材城内A区有一家打印
店，留给他的印象是：打印东西从来不开
票。他告诉记者，前段时间他去店里买东
西时，“看到店里居然在打印钢材产品质
量证明书。”他印象里，证明书只有钢厂或
者其授权的商户才能打印，“我判断肯定
是假的；而且他们还说，什么样的都可以

做。”他和朋友讨论后得知，市场B区还有
一家店在做假的证明书、合格证。

“这肯定有问题。”钟林说，可能是打
印假证明书的商家从小厂买进质量一般
的钢材，利用这些假文件，按照知名钢厂
的价格将钢材卖出，“不仅卖假冒伪劣产
品，还会影响市场内正规商户的经营。”钟
林随后拨打了成都商报热线。

有打印店做假“质量证明书”
商家反映

16日下午，记者联系到宝钢股份黄
石涂镀板有限公司产品售后服务中心
的一位尹姓工作人员。他看到记者发去
的“证明书”和“合格证”的照片后，向记
者表示：“证明书是假的，上面的信息与
我司系统信息不符。”他接着说：“根据
上面的钢卷号可以看出不是我们公司
的产品。”售后服务的另一位工作人员
表示，公司的产品已没有使用合格证，
只有产品质量证明书，“公司可以打印，
购买公司钢材的客户通过合同授权也
可以打印——仅限其采购产品的质保
书（即证明书）。”她强调，没有授权过任
何打印店、文具店打印证明书。

“肯定没有给任何打印店授权打
印质量证明书，我们不会给他们授
权。”酒钢集团在成都的销售公司负责
人，看了记者提供的打印店制作的“证
明书”后，与公司系统内的证明书做了
对比，“抬头就错了，我们的抬头是‘甘
肃酒钢集团宏兴钢铁股份’，有一份的
名称多了两个字，我们的是‘钢铁质量
证明书’。”至于“合格证”，他告诉记
者，自己在公司工作了十年，“从来没
有过这个东西。”

在攀钢金贸大厦内，记者来到攀
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他的前身正是“乐意复印”店制作的
证明书上的“攀枝花新钢钒股份有限
公司”。工作人员表示，公司不会给这
两个店授权打印产品质量证明书。更
重要的是，目前该公司已没有钢铁产
品。在负责攀钢集团钢铁贸易的攀钢
集团国际经济贸易有限公司成都分
公司内，工作人员查看了两家店制作
的“证明书”后直说“太逼真了”，不过
与系统中比较后发现细节有问题，

“签字的质量部门负责人已经换人
了，盖章也不对。”他们也表示，公司
的钢产品现在已经不再用“合格证”。

15日下午，沙河源派出所和金牛区
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介入调查。

在“乐意复印”店内，男店主直言
没有办理营业执照。对于一个多小时
前记者在店内要求其妻子打印的“证
明书”与“合格证”，他始终辩称是“客
户拿过来复印的”。民警查看店内电脑
时，出现了多家公司“质量证明书”的
盖章模板。之后警方到达“金丰文具”
店，店内业务仍忙，文具货架上仍摆放
着一份“产品质量证明书”。警方拿出
记者下午在该店打印出的“证明书”和

“合格证”，店主辨认后称“反正我没有
做过”。记者注意到，下午曾在店里复
印机旁查看“证明书”的男子又出现，
并一度以买烟的理由试图进入店内。

警方将两店人员控制，当晚和店
内电脑等物一起带回派出所进行调
查。16日晚间，记者从警方了解到，两
家店共有4名人员因涉嫌伪造公司、
企业印章罪被刑事拘留，将对案件做
进一步调查。记者也再度联系金牛区
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局，提出“有哪
些钢材依靠这样的假证明流入市
场”，工作人员回应称，将关注警方调
查，并根据情况进行下一步的处理。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专业
律师王英占认为，伪造合格证、产品质
量证明书属于伪造公文、证件、证明文
件的行为，应当处拘留，并处罚款。他
表示，如果合格证或产品质量证明书
是应当由国家机关来做出的，那么可
能构成伪造国家机关的公文罪；如果
上面有印章，还可能构成伪造国家机
关或者企业印章罪。

四川及第律师事务所律师邢连超
认为，这两家店帮助伪造质量证明书、
合格证，至少是违法的，情节轻的话可
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进行处理》。不
过他表示，因为伪造的企业的证明材
料、合格证中涉及到伪造企业公章，

“构成了犯罪，根据刑法第二百四十八
条第二款：伪造公司、企业、事业单位、
人民团体的印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并处罚金。”

多家钢铁公司
证明书是假的
没给打印店授权

涉嫌伪造公司、
企业印章罪

警方介入调查
涉事两店4人被刑拘

律师说法

3元一张 一分钟出炉
打印店给钢材质量开假证明

目前4人已被刑拘,金牛区质监局同时介入调查

民警现场调查

打印店伪造的合格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