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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272期开奖结果：028，直
选：5510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18045注，每注奖金
173元。（44478822.0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272期开奖结果：02821，一
等奖99注，每注奖金10万元。（343563790.16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1117期全国销售279505700元。开奖
号码：11 18 21 22 33 05+06，一等奖8注，单注奖金
8355835元，追加1注，单注奖金6684668元。二等奖169注，
单注奖金61934元，追加51注，单注奖金49547元。三等奖
386注，单注奖金10000元。1124390424.96元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2月13日)

体彩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1117期全国开
奖结果：21 28 08 15 22 18 10，特别号码：11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
2021272期开奖结果：985。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21121期：0313330331030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21121期：0313330331030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121期：1333331310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21121期：32300111

足彩

兑
彩
票

四川省攀枝花市一女子想要
参加成人高考提升学历，由于工
作繁忙，抽不出时间参加考试，遂
想出找妹妹“替考”这一方法，未
曾想“枪手”妹妹被现场“抓包”。
10月13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从攀枝花市中级人民法院获
悉，两姐妹均已构成“代替考试
罪”，一人被判处管制4个月，一人
被判处罚金2000元。

成人高考
妹妹替姐姐提笔“出征”

姐姐小燕是攀枝花市某医院
的护士，而妹妹小茜则走出大学
校门不久，在姐姐所在医院实习，
生活才刚刚起步。

为了提升学历，小燕报考了
四川省成人高考。拿到准考证
后，小燕发现，考试时间和工作
安排撞期，无法请假参加成人高
考。于是，她便找到同在医院实
习的妹妹小茜，希望由妹妹代替
自己前往参加考试。姐妹二人经
过商议后达成一致，于是，“替考
案”就此发生。

被抓现行
工作人员当场报案

考试当天，妹妹小茜带着姐
姐小燕的准考证和身份证来到考
场，参加当天上午的语文考试。

在身份审核环节，小茜的指
纹比对没有成功，按照相关规定，
监考人员对小茜进行了拍照，由
考场工作人员上传省招生考试身
份验证平台进行对比。结果照片
比对成功。然而，在下午的数学考
试中，小茜的指纹和照片比对均
未成功，替考身份被现场拆穿。

考点负责人根据相关规定，
当即作出决定，小燕所报名参加
考试的各阶段、各科成绩无效，当
次考试各科成绩无效。同时，考点
工作人员向警方报案。

盲目替考
两人均构成“代替考试罪”

据小燕、小茜讲述，在此次之
前，她们并不清楚“替考”是一种
罪。然而，无知不代表无罪，触碰
了法律红线的她们，也必将受到
应有的法律处罚。法院认为，被告
人小燕、小茜均已构成“代替考试
罪”。案发后，主动到案并如实供
述犯罪事实，系自首，依法予以从
轻处罚。

最终法院的一审宣判结果
为：被告人小燕以“代替考试罪”
判处管制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
2000元；被告人小茜以“代替考试
罪”判处罚金人民币2000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妹妹为姐姐替考被抓现行
两人均构成“代替考试罪”

10月12日下午4点多，成都市第二
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病房外，杨秀伟
再次请医护人员把手机拿进去，他想
从视频里看看妻子怎么样了。今年55
岁的杨秀伟已经一头白发。10月7日，
妻子突发脑卒中，被紧急送到医院，住
进了ICU。杨秀伟一边担心妻子的病
情，一边到处筹借医疗费。

从2005年起至今，杨秀伟无偿献
血255次（其中血小板254次，全血1
次），至少给502人带去了希望。这个被
新闻媒体多次报道的“献血大王”，如
今因为妻子重病，不得不向社会求助。

妻子突发脑卒中
“献血大王”无奈网络求助

杨秀伟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10月7日晚上9点多，妻子谢素华
突然感到不适。从客厅走到卧室，脸色

发白，走路不稳，一下子就瘫倒在床
上。杨秀伟吓了一跳，赶紧用母亲的轮
椅，推着妻子直奔成都市第二人民医
院急诊科。

“就把她推下来送到医院，路上呕
吐了3次。”杨秀伟说，急诊科值班医生
奔出来，直接把人推进了抢救室。

在入院证上，记者看到，谢素华确
诊为脑卒中、高血压，颅内出血（非创
伤性）。

杨秀伟说，医生告知家属，谢素华
的出血点在脑干上，还是两处，手术风
险太大，只能保守治疗。

病情出乎意料的严重，让杨秀伟
措手不及。“找亲戚、朋友借，有的朋
友知道了，直接转了钱给我。”杨秀伟
说，加上今日（12日）交的2万元，一共
交了3.5万元，其中2万多元是借来的。

杨秀伟说，妻子已经住院5天，医
生说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只是病情
稳定了。而且妻子左半侧身体出现偏
瘫，即使出院回家，也长期需要人照顾
和做康复训练。

杨秀伟告诉记者，去年儿子创业
失败，欠了很多钱。家里现在没房、没
车、没存款，一家人租的房，房租每个
月2000多元，需要靠着95岁的老母亲
的养老金支付。

“我们两个人工资一共才2000多
元。”杨秀伟说，妻子原本做保洁，现在
病了没了收入，一个月有1000元社保。
而他原本在成都市区看守门卫岗亭，

一个月也只有2000多元，扣除社保
就只剩1000多元。杨秀伟焦头烂额，
只得在网络上发起筹款5万元，希望
能解燃眉之急。

总计献血255次
至少给502人带去了希望

从2005年开始，杨秀伟与成都市
血液中心结缘。2005年9月28日，杨秀
伟路过建设路的一辆无偿献血车，作
出了人生第一个无偿献血的决定。

16年，杨秀伟总共献血255次，
其中一次全血，254次血小板，至少
给502人带去了希望。其献血总量在
成都市排行榜上占据榜首。不仅仅
是无偿献血，杨秀伟还是四川省红
十字会的优秀志愿者。

2020年，杨秀伟获得2018年至
2019年度全国无偿献血奉献金奖；
2018年，获得2016年至2017年度全
国无偿献血促进奖特别奖。2018年，
杨秀伟因累计无偿献血超过150次，
被评为四川省无偿献血终身荣誉奖
获得者。

现在，妻子病了，儿子自顾不
暇，95岁高龄的母亲还需要照顾。

每天，除了去筹借医疗费外，
杨秀伟都坐在医院ICU病房外椅
子上，生怕妻子病情变化时医生找
不到他。12日下午，妻子在视频那
头睁开了眼睛。“你在里头不要担
心，外头的事情都有我。”杨秀伟看

着比上午视频时明显好转的妻子，轻轻
地松了一口气。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摄影报道

网红火锅品牌被“复制”
模仿者获利达371万余元

2018年10月20日，原告成都一餐
饮公司开设第一家直营店“爸爸炒料
牛排老火锅（交大店）”。截至2020年11
月底，该公司已在全国51个城市发展
到4家直营店、64家加盟店。

2019年，“爸爸炒料牛排老火锅”
获得当地“2019年度人气火锅品牌”

“2019最具商业投资价值餐饮品牌”等
多个称号，短期内迅速在成都获得同
行业多项荣誉，经营期间一位难求。

2020年5月，“爸爸炒料”相关文
字、图形商标经国家知识产权局核准
注册，原告餐饮公司独占享有该两项
注册商标专用权。

而被告则是曾在原告餐饮公司
交大店的隔壁经营另一家餐饮公司，
其能够清楚了解、接触原告方火锅店
的经营方式、服务名称、装潢风格等
信息。2019年8月22日，被告王某夫妇
专门成立由其二人为股东的成都某
爸爸炒料餐饮服务有限公司，并于同
年12月及2020年7月、12月又先后成
立三个分公司，同时开设三家火锅店
铺。对“爸爸炒料”的店铺标识、装潢、
服务名称等进行复制模仿，致使消费
者认为被告开设的店铺系原告的加
盟店或直营店。

经查实，截至2021年6月3日，上述三
家店铺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营收总额超
2705万元，侵权获利总额达371万余元。

原告起诉索赔446万余元
法院：属恶意侵害，被处惩罚性赔偿

原告诉称，被告傍名牌牟取不正当
利益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侵权，其在明知

“爸爸炒料”品牌系原告公司独创的情
况下，专门成立与原告“爸爸炒料”品牌
名称极为相似的公司，并全方位、一比
一复制与原告公司服务名称完全相同、
店内装潢及油料包装等相似的店铺，且
在对外招商加盟中多次使用原告公司
的宣传文章，属于恶意侵权。故要求被
告王某夫妇、侵权公司及三家分公司立
即停止侵权，并依法适用一倍惩罚性赔
偿，赔偿原告公司经济损失446.4万余
元及合理开支11万余元。

成都中院一审认为，该案中被
告王某的妻子是法定代表人，王某
则代表该公司对外处理经营事务
等。因曾在原告交大店隔壁开店，被
告王某等对原告火锅店及经营状况
良好的事实完全知晓，并能清楚了
解、接触原告公司经营方式、服务名

称、装潢风格等信息，之后开设的分
公司及店铺均使用了与原告公司开
设的店铺相同或近似的商标标识、
相同的服务名称及近似的装潢，造
成了消费者的混淆。

法院认为，上述行为从主观状态上
看系明显刻意模仿、有意攀附原告公司
已经获取的商誉及经营资源，从而达到
为自身牟利的目的，属知识产权侵权中
其他可以认定为故意的情形，且获利巨
大，情节严重，依法应适用惩罚性赔偿。
可以以侵权获利的二分之一作为被告
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的计算依据，被告
公司等应赔偿总额为557万余元。

因原告公司提出的诉讼主张仅为
446.4万余元，且未超过应赔偿总额，
故原告的诉请依法获支持，并结合该
案实情，酌定原告公司的合理开支为6
万元，法院遂依法作出了上述判决。据
了解，这是四川省首例判决恶意侵害
知识产权适用惩罚性赔偿案。

王鑫 成知玓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戴佳佳 实习生 郭文艺

说到成都市人民公园，肯定
少不了其中的盖碗茶和相亲角。
但替孩子来相亲的叔叔阿姨可能
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了，因为相
亲角封闭施工原因，近期公园内
停止相亲活动。

13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从成都市人民公园官方微信
公众号获悉，为提供更优质的游
园环境，该公园于10月8日至12月
15日进行“人工湖水生态治理工

程”和“南大门及‘织遇园’景观提
升工程”施工。

根据施工作业需要，将对人
工湖、金水溪、南大门、茶水间及
相亲角进行封闭施工。施工期间，
人工湖游船暂停营业，茶水间暂
停开放，公园内停止相亲活动。因
工程施工带来的不便，敬请各位
游客谅解和支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杨秀伟获得的证书

网红火锅被“一比一复制”
法院：恶意侵权，赔款446万

四川首例四川首例！！
10月13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近

日，该院依法审结一起涉及网红火锅品牌“爸爸炒料”的侵害商标权及不正
当竞争纠纷案，法院一审依法支持了原告要求对被告适用一倍惩罚性赔偿
的诉讼请求，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446.4万余元、合理开支6万元。
据了解，这是四川省首例判决恶意侵害知识产权适用惩罚性赔偿案。

16年献血255次
妻子突发重病住进ICU

“献血大王”网络求助

成都市人民公园相亲角封闭施工
园内停止相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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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块腹肌轮廓分明、一口气做近百
俯卧撑、能用160斤的杠铃轻松硬拉
……今年67岁的成都“潮”大爷徐智
林，用行动告诉大家，只要坚持用科学
的方法锻炼，老年人同样能拥有不凡
的体魄，和元气满满的健康生活。

在多数人的印象中，当迈入老年
的门槛，拎着鸟笼遛公园、茶铺里打发
时光几乎成为“标配”。然而，近日却
有热心网友向记者爆料称，成都有位
潮大爷，每天锻炼，肌肉发达外形酷
似漫画里的“龟仙人”，虽年近古稀，
从身体到精神状态却堪比二八小伙。

根据线索，记者近日来到位于成都
龙湖西宸天街的“轻领健身”。健身房内
几位年轻小伙正挥汗如雨，人群中一位

须发皆白、皮肤黝黑、拥有一身健硕肌
肉的老大爷，格外引人注目。只听他轻
喝一声，160斤的杠铃轻松来一组硬拉，
接着身姿矫健地玩起了引体向上、卧
推，身旁的年轻人啧啧称奇自叹弗如。

记者上前攀谈得知，这位名叫徐
智林的大爷已67岁，坚持健身整整24
年了。“健身前，我也曾是个大腹便便
被‘三高’缠身的宅男，当身体响起警
报后终于下定决心开始锻炼。20多年
前开始摸索健身，条件非常艰苦，由
于缺乏科学的指导走了很多弯路
……”回忆过往徐大爷感慨万千。

他乐呵呵地介绍说，中老年人健
身，由于新陈代谢比年轻人慢，因此付
出的努力更多，他并不主张做超大重

量高强度项目，关键是采用科学的方
法训练持之以恒。今年春节，孩子给家
里添了一台全新的华为电视。“没料
到，我发现电视机居然还有健身的功
能，从此在家也可以锻炼身体了。”

在徐大爷家的客厅里，一台75英
寸的华为电视不仅是全家的娱乐中
心，还是徐大爷的健身教练、老伴儿的
瑜伽老师，也是和亲朋视频通话、指
挥家里空调、扫地机器人的好管家。

聊起家里这位健身“私教”，徐大
爷和老伴儿滔滔不绝，“只要打开电
视里的运动健康选项，上百种运动课
程就会弹出来，什么增肌、燃脂、瑜
伽、广场舞……比健身房开的课程还
多。选定课程，电视机上的摄像头会
自动升起，据说可以识别人体几十个
骨骼关节节点，你跟着做，做错了或
做得正确都会有提示。刮风下雨或
者开车限行去不了健身房，就可以
在家边做边学，随时随地都能练”。

徐大爷还展示了他最新的健身
成果：国庆期间因天气不佳他没能去
健身房，依然坚持在家锻炼。为过一
个特别有意义的国庆节，他一口气做
了72个俯卧撑，做罢依然生龙活虎。

老伴儿接着话茬，“除了用电视
指导锻炼，老爷子休息的时候常用电
视给亲朋们打视频电话摆龙门阵，用
这么大的屏幕视频聊天，可比手机巴
适太多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庞健

67岁大爷在家健身8块腹肌
一口气做近百俯卧撑燃燃！！

徐大爷在家接受电视AI健身指导

庭审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