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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两教师
获评天天正能量2020年度人物

06 社会
2021年1月13日 星期三

房屋租售
成都市兴东置业有限公司

商业招租公告
现有我公司位于成都市锦

江区创意山商业中心一期3栋1
层45-46#、48#、50-51#商铺 ，
总面积280.72平方米的商业物
业进行公开招商， 本次招商业
态为连锁咖啡烘焙、 快餐类主
力店， 详询成都市兴东置业有
限公司资产管理部，电话：028-
87776969。

声明·公告
●注销公告： 成都市五九涂料
销售有限责任公司（91510100
749707948J）因属地管理要求
注销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川
蓉锦危化经字（2017）00145号
●成都万蓉达科技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7513722
8）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经成都市韦司德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1479491126X4）股东
会决定：成都市韦司德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贰仟万元减少至壹仟贰佰万元。
请各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债务担保的请求，逾期按相
关规定处理。特此公告

成都市韦司德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2021年01月13日
●成都海亮管道有限公司原发
票专用章 （编号：5101008746
615）， 原公章 （编号 ：51010
08676975），声明作废。
●成都锦蓉树食品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9548683
6， 周杰法人章编号：5101095
486838遗失作废。

●梁万松身份证 (号码51112619
8509104934)2021年1月11日遗失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驻成都
办事处天驰宾馆 《特种行业许
可证 》（成公特武字第911105
2号）遗失作废。
●崇州市崇阳康仁大药房开户
许可证 （开户行工行崇州支行
营业室， 账号4402225009100
258638）遗失作废。
●成华区鑫蜀通通讯服务部公
章 编 号 ：5101085250200， 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8525020
1，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85
250202， 辛松玖法人章编号：
5101085250203均遗失作废。
●成都我耀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原法人冯宗银法人章 （编号：
5101008461006）遗失作废。
●王志勇遗失身份证， 身份证
号码 51018419911022777X，特
此声明。

●四川大学2008年发的邱世婷
本科毕业证书：1061012008050
08858号、学士学位证书：10610
42008008858号，遗失作废。
●成都阿美特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张敏法人章 （编号：510109
5109704）遗失作废。
●刘绍清在成都市纯德养老中
心交的住房保证金10万元人民
币收据遗失，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简阳市爱尚酒店原法人章陈
贵琼 （编码：5101850042755）
遗失作废。
●四川青鸟斐鱼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公章 （编号：5101095420
126）遗失作废。
●四川粉红猫影视传媒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 (5101040162021)、
财 务 章 (5101040162022)、 法
人章(张树豪,编号5101040348
230)、 发票专用章 (510104016
2023)各一枚，声明作废。

●本人刘怀渠 、袁辉 、袁欣
于 2018年购买成 都 置 信 实
业 （集团 ）有限公司天府花
城 商 铺 投 资 项 目 r1190、
r1191、r2119、r2120、r2121编号
商铺 ， 收据编号 ：0613609、
0613610、0613611、0613612、
0613617、0613618、0613613、
0613614、0613616、0613615；
合同及收据一并遗失作废 ，
特此声明 。
●四川优贝健商贸有限公司法
人章（杨红君）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宇恒星徽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5
5208858）损毁作废。
●四川晨悦启创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
055190303）遗失作废。
●四川恒发泰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邹良中法人章 （编号：5101
085219992）遗失作废。

●四川沿时代数据服
务有限公司财务专用
章（编号：51011000682
70）遗失作废。
●四川戎州环保工程
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00941092
8）遗失作废。
●四川信瑞房地产开
发有限责任公司公章
（编号5101008296773）
遗失作废。
●四川娇姿缘贸易有限公司公
章 （编号：5101075164064）、发
票专用章（编号：51010751640
69）、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
5164070）、刘君法人章（编号：
5101075164071）遗失作废。
●成都众顺房地产经纪有限责
任公司公章 （编号：51010081
73442）、张茗法人章（编号：
5101060291091）遗失作废。

●四川省地质测绘院
合同专用章 （印章编
码：5101000016875）遗
失作废。
●成都合运德科技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100184736）财务
章（编号：5101100184737）发票
章（编号：5101100184738）何俊
霖法人章（编号：510110018473
9）遗失作废。

●四川勇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谭智勇法人章编号：51011200
35949，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
1120035947均遗失作废。
●四川厚土生矿业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 （编号：5101079956
829）遗失作废。

●金牛区泉革商贸部公章编号
5101060376324、财务章编号51
01060376325、法人章（刘树荣）
编号5101060376326遗失作废
●成都瑞辉印刷器材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259024810）遗
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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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双
色球第2021005期开奖结
果：07 09 14 26 30 31+04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
第 2021012 期 开 奖 结 果 ：
906。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
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
21012期开奖结果：906，直选：
2854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
6：7174注，每注奖金173元。
（31463912.55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
21012期开奖结果：90641，一
等奖16注，每注奖金10万元。
（423226998.60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
21006期开奖结果：239254+
13，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500
万元；二等奖5注，每注奖金
117146元；三等奖30注，每注
奖金3000元。（136713552.33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
奖截止日期为2021年3月15日)

体彩

兑彩票

两份沉甸甸的榜单
铭记平凡中国人的情深意长

本届年度正能量人物评选，
全国共有82个正能量新闻案例入
围。新闻当事人都是我们身边最
平凡的普通人，在刚刚过去的
2020年，都曾经因为一个动人的
瞬间或一段温暖的善举，赢得了
万千网友的关注和点赞。去年12
月底，他们经全国网友和家乡媒
体的推荐，从2020年天天正能量
奖励过的1000多组凡人善举中脱
颖而出，成为2020年度正能量人
物候选人。

1月5日0点，评选点赞环节正
式启动，十几万网友涌入活动页
面参与活动，为心中最情深意长
的故事助力加油。

最终，经过媒体评委及全国
网友按8：2的比例进行投票点赞，

《山东大哥为武汉送菜，一句“没
钱可以出力”看哭千万中国人》以
及《一张“夕阳照”看哭全中国，照
片里的他们这样说……》《00后大
学生回乡抗洪，一下午搬五千斤
沙袋，一句话让人泪目》等十个案
例当选2020年度十大正能量瞬
间。红星新闻-成都商报推荐的

《学生突发重病家长欲放弃，老师
两度拦下抢回“没救”学生》，以及

《长沙90后小伙大年初一独自逆
行武汉：我不怕死，只怕今生有
憾》《这个女孩有点“傻”：把流浪
老人接到家，还想为她养老送终》
等十个案例当选2020年度十大正
能量故事。20组新闻当事人成为
年度正能量人物。

2020年10月中旬的一天，21

岁的学生吉欧勒里突发疾病被送
往医院治疗，生命垂危之际，家长
误以为他已经没救，竟欲将其带
回家。最后多亏班主任唐晓纯和
钱晓飞两位老师两次拦下家属，
吉欧勒里才得以继续住院治疗，
顺利出院。

得知当选年度正能量人物
后，唐晓纯表示：“现在已经很平
静了，当时得知入选还是很意外，
因为不知道活动会延续这么久。”

医护、警察、司机、学生、志愿
者……20组年度正能量人物身份
各异，年龄横跨老中青少各个年
龄层，最年长者为84岁跳河救人
老太陈杏妹，最年轻者为00后高
中生石梦林。他们的故事，从2020
暖到2021；他们的群像，为过去三
百多天留下最有温度的剪影。

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当选
的20组年度正能量人物，除了获
得荣誉奖杯外，还将受邀成为阿
里巴巴“正能量合伙人”，参与到
身边正能量的发掘、评选、奖励
中，从正能量的践行者到爱与善
良的推动者，更深度参与到社会
的改善里，让好事行达千里，让好
人更有力量。

“让幸福来敲门”同步启动
大爱涌动20城

“榜单是荣誉，更是一扇窗
户，让我们看到这个时代的深情，
也看见人心所向。每年一届的年
度人物评选，年年有所不同，今年
的榜单比以往更为厚重。它记录
了我们过去一年面临的挑战，也
展现了平凡中国人守望相助的动

人景象。”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负
责人说。

评选结束，温暖继续。随着年
度正能量人物榜单的发布，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投入百万公益金
发起的后续公益项目“2021，让幸
福来敲门”活动也将拉开帷幕。20
组年度正能量人物及其推荐媒
体，将作为该活动的联合倡议发
起方。

红星新闻-成都商报作为年
度正能量人物唐晓纯、钱晓飞的
推荐媒体，即日起正式携手阿里
巴巴天天正能量、唐晓纯、钱晓飞
一起面向全社会发出倡议：2021，
让我们一起用行动敲开人与人之
间守望相助的幸福之门。

即日起至春节前，红星新闻-
成都商报将发动全社会广大志愿
者、爱心人士、普通市民及网友，
在春节前后走近身边的防疫医护
和志愿者、困难家庭、孤寡老人、
流浪者、春节值班无法回家的基
层工作者等等，为他们圆一个心
愿，送一份温暖。期间，还将组织
爱心人士和志愿者团队，针对其
中一些故事性强的个案，进行上
门探访送“幸福”。

“希望这一形式不仅能够敲
开这些特殊人群的家门，更能够
敲开社会上更多普通人的心门。
在新的一年里，给予身边的人更
多温暖，让人与人之间守望相
助、情深意长成为一种社会新风
尚。”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工作
人员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
雪 实习生 刘远航

图片由天天正能量提供

这个社区的“年终奖”：
猪肉、油和米

每位居民可领，每样10斤

2021，新年的第一份掌声和敬意，献给曾经温暖了我们一整年的平凡人。
1月11日24点，由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联合全国近百家媒体发起的2020年度正能量人物评选落下帷幕。经

过为期一周的评委投票和数十万网友点赞，2020“年度十大正能量瞬间”及“年度十大正能量故事”评选结果正
式出炉。红星新闻-成都商报推荐的《学生突发重病家长欲放弃，老师两度拦下抢回“没救”学生》获得2020年度
十大正能量故事，新闻当事人唐晓纯、钱晓飞当选2020年度正能量人物。

即日起，红星新闻-成都商报联合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及刚刚当选的2020年度正能量人物唐晓纯、钱晓
飞，共同倡议发起“2021，让幸福来敲门”新春公益行动。

1月12日一大早，成都双流九龙湖社区老年活
动中心便有序地排起了队，居民们戴好口罩，亮完
健康码，以及接受体温检测后登记领取了各自的春
节福利。有居民说：“我们社区每人可领取10斤猪
肉、10斤大米、10斤油，活动已经持续13年了。”

记者从成都市双流区西航港街道九龙湖社区
了解到，该社区每年会将集体资产收益以慰问品的
方式在春节前分发给4500位居民。今年，社区共准
备了约4.6万斤猪肉以及大米、菜油等物资，陆续发
放到居民手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图据受访者

“太不舒服了！为啥不能用正
常的白光灯照明？”提起之前的那次
买肉经历，市民王先生很是不快。

他介绍，此前在成都北门的
一家大型超市的生鲜区购买猪肉
时，发现所有摆放肉类的柜台上
方都被一盏暗红色的灯光照射
着，“仿佛进入迷幻场景一样，根
本无法看清楚肉品真实的新鲜程
度，时间久了眼睛都要看花。”

王先生居住在电子科技大
学附近，他到家附近的一家超市
生鲜区购买猪肉时发现了一个

“怪现象”：“所有肉类上面都有
一个暗红色的灯照在肉上面，仿
佛进入迷幻场景一样。”王先生
称，所有的肉品全是一片红色，尽
管给人的感觉得很红润，但反倒
红得不真实，让人感觉很不舒服。

记者在网络检索发现，已有
多人反映过这一“红灯照肉”的
问题，买到过质量不好的肉，并
质疑红色光线易掩盖瑕疵误导
消费者。

根据王先生所述，记者来到了
其当初购物的这家超市。在生鲜
区，记者看到，确如王先生所言，所
有的肉类柜台上方均安置有一个

发着红色光线的吊灯。灯罩为红
色，光源为led，圆形发光点呈环状
分布，红白相间。而被红色光线照
射的肉品也甚是“红润”，就连白色
的脂肪也成了红色。

记者挑选了其中一块“红
润”的五花肉。因为被大面积红
光照射，需将其夹到了一米外的
白色光源下，才能看清了它的本
来面貌。而如直接在红色光源下
挑选，则很难看出肉品是否有瑕
疵。且长时间盯看，“红润”的肉
品确会让眼睛感觉不适。

为什么一定要安装这种红光
灯呢？现场一名售卖员介绍，这些灯
都是超市统一安装的，至于有何用
处，其称“主要是好看，别的没啥。”
记者提出这是否会影响消费者判断
肉品品质时，该售卖员则表示能够
看清细节，不会有太大影响。

“不同颜色的灯光能够产生
不同的效果，红色光线照在肉上
面，肯定会颜色更好看。”在成都
东恒国际灯饰城经营灯具的一
名商家在看过记者拍下的照片
介绍，这种灯叫“生鲜灯”，是专
门用在菜市场的，其店内就有多
种颜色的“生鲜灯”出售。

对于不同颜色的灯光效果，
该商家介绍，如果是肉类，红光
会让肉品更红润，如果是绿色蔬
菜或者冻品，就可以用冷白光的
等，这样看起来就会更加新鲜，
而如果是橙子等水果，则可用暖
黄色的灯光。“说白了，有灯就可
以让颜色更饱满、新鲜。”

记者了解到，生鲜灯的使用
其实在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出现。
而在多家媒体报道中，其现象在
全国各地都已相对普遍，且并无
相关规定禁止生鲜灯的使用。不
过如过度“美颜”，涉嫌侵犯消费
者权益则不行。

四川纵目律师事务所王英占
律师表示，目前法律上确没有关
于灯光使用的禁止性规定，但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消费者享
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
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
以及经营者在提供商品时多提供
信息应当真实全面的相关规定，
如果商家在销售猪肉等食材时，依
托灯光掩盖了可能存在的质量问
题而不告知消费者，对消费者产生
误导，则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

四川英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张小军表示，商家可以使用灯光
进行新场布置，但如果在使用照
灯过程中，有故意利用灯光视觉
隐瞒商品真实的信息，则应被认
定具有缔约过失。而我国《民法
典》第五百条规定，当事人故意
隐瞒与订立合同有关的重要事
实或提供虚假情况，给对方造成
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摄影报道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经历了不平凡的2020，我们比以往更明白这两

个字的珍贵，也深深懂得了：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
们每个人的幸福都与彼此休戚相关，我们都在某一
刻，需要他人的成全。

有时候，这份成全是锦上添花的祝福；更多时
候，这份成全是雪中送炭的温暖。

新的一年，新的征程。在收获自己的幸福前，你
是否愿意，成为别人的幸福“敲门人”？

一份关爱，一件礼物，有时候足以让人铭记一
生；一句问候，一次陪伴，也可以温暖心田。

2021会好吗？也许依然有风有雨、挑战满满，但
当我们带着爱与祝福出现在彼此面前，当我们以爱
之名，叩响陌生人的家门与心门，这趟追寻幸福的
旅程，已有了最好的开端。

你有心愿吗？你想成为别人的心愿圆梦人吗？
2021，让幸福来敲门。请和我们一起，打开自己

的家门，敲响陌生人的心门。

肉摊打红光“美颜”要得不？
律师说法：如过度“美颜”，涉嫌侵犯消费者权益则不行

去年12月28日，中央气象台将寒潮预警升级
为最高级别橙色，当时，四川省气候中心就发出“跨
年之问”：这次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全国范围内的“霸
王级”寒潮，是否会打破四川各地冬季最低气温的
历史同期纪录呢？

省气候中心表示，2016年的1月25日早晨，成
都气温跌到了零下6.5℃，为有气象观测记录以来
最低。回头来看，那一次寒潮成都并没有遭遇严寒
新纪录，据省气候中心的记录，跨年寒潮中成都在
2021年1月1日出现了-3.4℃的最低温度；再之后，
这个冬天一场雪的第二天，1 月 8 日，成都出现
了-4.1℃的低温。直到昨天上午，温江国家气象站
记录到了-5.8℃的低温，与省气候中心统计的近30
年 成 都 冬 季（12 月 - 次 年 2 月）最 低 气 温 比
照，-5.8℃的低温仅次于 2016 年 1 月份的-6.5℃，

“可以说是近四五十年来，温江国家站记录的冬季
成都第二低温。”省气候中心相关专家表示。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康岚解释，前天成都天气
晴好，夜间天空没有云层阻挡，热量以长波辐射的方
式散失，温度下降迅速，因而在昨晨7点到8点之间，
温江国家气象站出现了-5.8℃的低温。“气温虽然
低，但是缺乏水汽以及抬升条件，故而不会飘雪。”

康岚预计，今天起直到15日，成都以晴到多云
的天气为主，未来几天出现-5.8℃的低温可能性不
太大。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预计16日有一股冷空
气会影响成都，“气温会短暂的转折，有所下降。”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1 月 5 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发布第 345 号政府
令，公布《四川省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自2021年3月1日施行。这
标志着全省辅警队伍管理法治化、正规化、规范化
迈上新台阶。

记者了解到，《管理办法》明确了辅警的身份及
工作性质。规定“警务辅助人员不具有人民警察身
份，应当在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的指挥和监督下
开展警务辅助工作，履行职责行为后果由使用辅警
的公安机关承担”，解决了长期以来辅警在协助人
民警察执法过程中，公众对其身份及工作性质的质
疑。同时办法还明确了辅警招聘条件及程序及辅警
的岗位职责。

为进一步规范辅警的履职行为，在明确岗位职
责的前提下，《管理办法》还结合当前四川公安机关
使用辅警的实际情况，对一些以前未明确的界限予
以明确，如赋予辅警填写交通违法告知单、协助驾
驶警用交通工具等权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玉全

“让幸福来敲门”公益活动同步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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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幸福来敲门

倡

议

书

-5.8℃！感受到冷冷冷没？
成都出现第二低温记录

四川出台辅警管理办法
明确辅警可填写交通违法告知单

被红色光线生鲜灯照亮的肉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