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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业主：
滨江樾府项目 1、2、3、4、5号楼已具备交房条件， 兹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起正式

交房。 为确保本次交房的服务质量，建议您按照《交房通知书》中载明的时间和地点，
携带通知所要求的齐备资料办理房屋交接手续，感谢您的支持和理解！

交房热线：028－80123456 成都市东锦置业有限公司 2022年 1月 7日
备注：业主和共有人须亲自前往办理，无法亲自前往的业主，被委托人须携带经公

证的委托书及身份证原件。

滨江樾府交房公告声明·公告
●成都联城置合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 原法人谭靖法人章编号
5101009512236，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09512235均遗失作废
●成都盛合广告有限公司，谭
贵君法人章编号510124990384
1遗失作废。
●高新区 上茶府营业执照正
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
0100MA65WGQM6D遗失作废。
●四川匠心天宇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402
26597遗失作废。
●四川升达林产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1320275
7853K）、 公 章 （编 号 ：5101
000030896）均遗失作废。

●四川省浩聚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08951725）、
财 务 章 （编 号 510100895172
7）、 发票章 （编号 510107516
9107）、 梁勇法人章（编号51
01008951728）均遗失作废。
●张晓兰身份证号码51012519
6407140647于2021年12月23日
丢失。 非本人使用、 由此产生
的责任与后果与本人无关。
●成都鑫三棵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 5101225119735
遗失作废。
●成都昊天机电设备有限责任
公司公章编号5101000094970
遗失作废。
●成都金墨斗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公章 （编号：510104007778
9）遗失作废。

●四川铸
林森家具
制造有限
公司发票
专用章编
号：510106
9927755
遗失作废
●成都天府新区华阳街道左岸
花都建筑区划业主大会开户许
可证， 核准号J6510135761201，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成都自贸试验区分行，账
号118565757818，遗失作废。
●四川省文学艺术研究会钢琴
艺术研究中心公章（编号：51
01008243284）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省文学艺术研究会张用
生法人章 （编号 ：510100014
7455）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建筑工程集团总公司遗
失“青城山镇香花馨居安置点
工程项目部非合同印章项目
章”，声明作废。
●成都市百昌广告有限责任公
司公章编号 5101008049165遗
失作废。
●四川省文学艺术研究会书画
研究中心公章（编号51010086
48482） 财务章（编号5101008
648485） 黄建平法人章（编号
5101008648486）均遗失作废。

●成都亿博康成商贸有限公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79979589， 发
票专用章编号5101079979592，
均遗失作废。
●新都区石板滩镇重冠建材经
营部李重中法人章编号51012
55024344， 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114MA
6CP88J31），均遗失作废。
●成都川联信汽车服务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 5101075693182遗
失作废。

●成都世纪领航孵
化器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 5101085210921
遗失作废。
●崇洲建设有限公司， 原法人
温倍法人章编号51010401040
54，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40
104053均遗失作废。
●成都高翔教育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5
569234遗失作废。

●成都市宏科堂大药房有限公
司 (四川省粤通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司)， 证号： 川CA0280257
2(18)二证合一，药品经营许可
证副本原件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翰林春酒业有限公司
刘春贵法定代表人名章（编码：
5101295002106）遗失作废。

●成都万福能仿天然石材加
工有限公司原发票专用章（编
号5101008058798），财务专用
章 （编 号 5101000161204）均
遗失作废。
●四川何记三倒拐餐饮管理
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1290
15880）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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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洪俊说，自己和老伴平时
在农村生活。2013 年，在江苏打
工的二儿子突发脑梗，“现在是
一名残疾人了，行走不便，双目
失明，还有癫痫，需要人专门护
理照料”。

二儿子生病后，曹洪俊和老伴
住到镇上专门照料二儿子，二儿媳
则进城打工照管两个孩子。但没想
到的是，2016年，老伴又突发心肌
梗死，做了支架手术，也需要长期
吃药。而自己也患有高血压，已经
吃了二十多年的药。

如今，小儿子患病后，曹洪俊
一个人在医院里照顾，医生护士都
很担心他，说：“你不要把自己也拖
垮了哦。”

曹洪俊说，他每天都要给老伴
打电话，叮嘱她好好吃饭、记得吃
药，“我们两个没有一个敢倒下，如
果倒下一个，这个家就不知道该怎
么办了”。

自1月2日给小儿子唱了《父
亲》小儿子有反应后，曹洪俊现在
每天坚持给小儿子唱歌。从《父亲》

《母亲》《浏阳河》到《摇篮曲》，他一
首一首唱，还给儿子讲以前的故
事，希望唤醒儿子深处的记忆。

面对这个重回婴儿状态的
孩子，曹洪俊说：“哪怕有一丝希
望，我们都必须要挽救他。好多
东西，就让我们当父母的默默去
承受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四川成立“0到3岁婴幼儿
托育指导中心”

涵盖14个领域400余专家

为了更好地促进婴幼儿照护
服务规范发展，四川省成立 0-3
岁婴幼儿托育标准化建设与培训
指导中心（以下简称“省托育指导
中心”），2021 年 11 月，四川省卫
生健康委正式批复“省托育指导
中心”落户华西第二医院。2022
年1月6日，“省托育指导中心”正
式启动。

“省托育指导中心”充分整合
教育、医疗等社会资源，依托教
育、妇幼保健等相关机构，按照

“家庭为主、托育补充，安全健康、
科学规范”的原则，构建以婴幼儿
和家庭需求为导向的托育标准化
服务体系。

“省托育指导中心”专家库涵
盖托育管理、儿童保健、教育、护
理、营养与食品安全、中医小儿推
拿、心理、口腔保健、康复、耳鼻喉
听觉言语保健、婴幼儿疾病、感染
防控、应急与安全救援、机构建设
与规划设计等 14 个专业领域共
计400余位专家。

四川大学华西第二医院院
长、省托育指导中心主任刘瀚旻
介绍说，目前，省托育指导中心专
家团队已建立完成，下一步，专家
们将编写托育机构和人员资质条
件的规范化教程，预计在今年下
半年开启第一批等级认证评审工
作。力争到 2025 年，将省托育指
导中心打造成国内一流、西部领
先的行业标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实习生 廖炳华

1月5日晚，成都交警在中心
城区开展涉及噪音扰民的机动车
突出交通违法行为的集中整治。
记者了解到，此次集中行动以非
法改装车、大功率摩托车等易出
现“炸街”现象的车型为重点查缉
对象。通过路面查处和精准查处
的方式，重点整治改装改型、无牌
无证、酒后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
行为。

20时许，执勤民警在锦江区
南 纱 帽 街 挡 下 一 辆 号 牌 为 鄂
A20***的小型轿车，在对车辆进
行检查中发现该车存在违法改装
改型的行为，民警在现场对驾驶
人罗某开具了《道路交通违法行
为处理通知书》后，并责令其将车
辆恢复原状。

21时左右，执勤民警在交子
大道挡获符某某驾驶的号牌为川
A2***R 的普通二轮摩托车。经
检查，该车辆实施机动车违反禁
令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民警依
据相关规定，对驾驶员符某某处
以100元罚款记3分。

21时52分，执勤民警在交子
大道挡获张某某驾驶的号牌为川
BJ***8的普通二轮摩托车。经检
查，该车辆实施机动车违反禁令
标志指示的违法行为，民警依据
相关规定，对驾驶员张某某处以
100元罚款记3分。

23时许，执勤民警在青羊区
二环路西二段发现一辆号牌为闽
DBJ***的车辆涉嫌改装改型，经
现场检查发现，该车减震、轮胎、
轮毂、前后保险杠等多处进行了
改装。民警在现场依法开具了《道
路交通违法行为处理通知书》后，
责令将车辆恢复原状。

在当晚的集中统一整治行动
中，共查处改装改型的“炸街车”9
辆，其中汽车8辆，摩托车1辆；查
处摩托车违反禁令标志指示的违
法行为 42 件；同时，在行动中还
查获酒驾7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交警供图

8斤卖29元还送盆，洗衣粉要被淘汰了？
业内：这是典型的消费升级，是行业的进步

“厂商太难了，8斤洗衣粉只卖29
元，还送一个大盆。”元旦期间，成都
市民丁先生逛超市时发现，一堆洗衣
粉正惨遭“贱卖”，但仍少人问津。

而来自电商平台的数据也显示，
2020-2021年衣物清洁类商品销量
中，洗衣粉销量也同比减少，2021年
只占10%。

洗衣粉是要被淘汰了吗？有专
家指出，这是好事。国家的经济实
力、制造能力、工业能力都在大幅
提升，洗衣粉的“落幕”，洗衣液等
新型清洁用品的出现，恰好证明了
这个行业在进步。

□□线下线下
买洗衣粉的确实比以前少多了

“厂商太难了！8斤洗衣粉只卖
29元，还送一个大盆。“元旦期间，成
都市民丁先生逛超市时发现，摆满
各种洗衣液的洗护区展台上，一堆
洗衣粉正惨遭“贱卖”。但有人看了一
眼便走了；有人本来想趁便宜买几
袋，家人却说“算了”。

洗衣粉真的遇冷了吗？4日，记
者特意走访了多家商超，探访各家
洗衣粉的售卖情况。

在龙泉驿好乐购超市，一进

门，货架上就摆放着正在促销的洗
衣粉，一袋8斤装的洗衣粉，价格为
31.9 元。在成都鑫大购物中心，洗
衣粉同样被放在比较显眼的促销
货架上，18.9元5斤。

售货员告诉记者，现在来买洗
衣粉的人确实比以前少了太多，而
来买的，也多是年龄较大的人，年
轻人更倾向于买洗衣液等。

“现在洗衣粉不仅销量少，进
货量也减少了很多。”另一销售员
告诉记者，除了压低价格促进销
量，洗衣粉还经常有买一送一、送
赠品等促销活动。

在多家超市，记者注意到，洗护
区，摆得最多的是洗衣液等清洗剂，

洗衣粉则较少。“洗衣粉有小颗粒，
在清洗的时候容易伤害衣服和手，
导致一些人不会选择洗衣粉。”售货
员表示，现在人们穿的衣服材质更
好了，加上洗衣液去污能力强，家家
几乎都有洗衣机，综合下来，洗衣粉
的市场就小了，甚至“要淘汰了”。

随后，记者随机采访了多位市
民，多数人表示在自己已经好多年
没用过洗衣粉了。市民杜先生表
示，他已经四五年没用过洗衣粉
了，一般都买洗衣液。

□□线上线上
洗衣粉销量2021年只占10%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调查

发现，除了线下商超，线上电商平
台的数据也直观反映出了洗衣粉
的遇冷。

来自京东商城衣物清洁类商
品的销售数据显示，2020-2021 年
洗衣液在衣物清洁类的销量占比
超过 50%。其次，洗衣凝珠的销量
占比虽不及洗衣液，但2021年1-7
月其销量同比增长达 126%。反观
洗衣粉，其销量2021年只占10%。

在淘宝上，以立白洗护系列为
例，其衣物清洁品中，销量最好的
是洗衣凝珠，一款 30 颗装的除菌
除螨浓缩洗衣凝珠，月售超过 10
万件。其次是洗衣液，一款 6 公斤
的家用整箱洗衣液月销达4万件。
而其销量最好的 5 公斤家庭装洗
衣粉，月销则只有7000件左右。记
者同时从多家洗护用品品牌商官网
看到，在其主打产品及畅销产品中，
洗衣粉的占比也明显偏少。

□□声音声音
洗衣粉被取代是行业进步

洗衣粉的“落幕”是否已成定
局？曾在立白集团担任品牌经理现
任琪雅集团品牌总监的伍岱麒坦
言：“洗衣粉逐渐被洗衣液替代，这

是消费升级的趋势。”
伍岱麒认为，洗衣粉的弊端包

括颗粒融化和残留问题，手洗使用
对皮肤的灼烧感问题，潮湿结块问
题以及香味问题。此前，其优势在
于价格便宜和去污力强，因此在广
大下沉市场销量还是很大的。

然而，在激烈的竞争中，洗衣
液的价格也在不断下降，加上洗衣
液的优势恰恰解决了洗衣粉的问
题：更容易融化、有专门手洗洗衣
液，不存在结块以及在香味上有更
多创新和变化，因此消费者逐渐转
投了洗衣液。

伍岱麒认为，未来洗衣粉可能会
被洗衣液完全替代，这是发展趋势。

独立分析师丁道师认为，从洗
衣粉到洗衣液的更迭，是一种典型
的消费升级，恰恰说明老百姓的生
活水平正日益提升。

“说洗衣粉会成为历史，恰恰
证明了这个行业的进步。”丁道师
指出，随着洗衣液制作工艺的提升
和工业化的发展，洗衣液还出现了
一些新形态，便携式的洗衣产品层
出不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实习生 郭文艺 摄影报道

40岁儿子患病失忆，七旬父亲病床前唱歌唤儿“归”
1月5日，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在四川省
南充市中心医院见到了
视频中的男子——曹洪
俊。他说，视频中失忆的
儿子是他的三儿子，也是
最小的儿子，因突发病毒
性脑膜脑炎，处于失忆状
态。“就像婴儿一样，给他
喂水果，知道张开嘴巴，
却不知道如何吃……我
就一遍一遍教他，教了几
遍，他就会了。”

今年 71 岁的曹洪
俊是一名乡村医生，他
知道小儿子的康复时间
会很长，但他说：“哪怕
有一丝希望，我们都必
须要挽救他……”

歌声
唤儿 归归归归归归归归归归归归归归归归归归归归归归归归归归归归归归归

近日，一段“父与子”的视频感
动了众多网友。在视频里，一位头发
花白的老父亲站在病床边，深情地
望着病床上失忆的儿子。为了唤醒
儿子，他给儿子唱着《父亲》这首歌。

1月5日，视频拍摄者彭先生告
诉记者，他的母亲患有老年痴呆症
和脑梗，在南充市中心医院神经内
科住院治疗。

彭先生说，自己平时照顾母亲

时会给母亲哼一些歌。1 月 2 日早
上，他看到曹胜（化名）的父亲也在
病床边给儿子唱歌。老人先给儿子
唱了《父亲》这首歌，没想到曹胜听
了后反应很大，痛哭流涕……

彭先生说，当时老人给儿子唱
歌的画面很感人，也令人心酸，让他
深刻感受到了一位老父亲对儿子深
沉的爱。于是，他用手机拍了一段视
频发到网上。

1月5日，记者在南充市中心医
院住院大楼见到了视频中的老父亲
——曹洪俊。谈及为儿子唱歌这一
幕，他称当时儿子入院几天了，但依
旧处于昏迷状态，于是就想着用歌
声把儿子唤醒。没想到儿子听到歌
声后，一直哭，还哭得很厉害。之后
他又给儿子唱了《母亲》，儿子听了
以后又笑了，还帮着打节拍……

曹洪俊告诉记者，其实一周前，
他就发现40岁的小儿子身体有异常。

曹洪俊今年71岁，南充市顺庆
区李家镇人，是一名乡村医生，育有
3个儿子。几年前，小儿子曹胜离婚
了，在南充市帮人推销酒。

2021年12月20日晚上，曹胜和
父亲微信视频，一直喊“爸爸”，并说
记不住电话号码了。“视频里，他听不
到我说的话。”曹洪俊看到视频里曹
胜的样子，担心他会不会像二儿子那

样患上脑梗，挂了电话就想去南充找
小儿子。但曹胜给他发微信：“爸爸，
你放心，不会的。”

但曹洪俊不放心，12月25日还
是来到南充城里找到了小儿子。当
天下午，他就陪曹胜去了医院。检查
发现耳膜是好的，医生建议他们去
神经内科。“他当时已经听不到我说
话了，我只能在手机上打字给他
看。”曹洪俊说，但小儿子最后却从
医院跑了，“他说‘我没有病，我忙得
很，我要做事，我要挣钱’……”

儿子坚持不住院，他只好去药
房买了些药，打算当晚就跟小儿子
住，顺便观察照顾。但小儿子让他回
镇上照顾因脑梗残疾的二哥。

回到老家，他每次给曹胜发消
息，对方都只回复他一个“哦”。后
来，他给小儿子打视频电话，没人
接听。

2021 年 12 月 28 日，实在是担
心，曹洪俊再次坐车进城来到儿子
的出租屋。房门没上锁，他打开门后
看到儿子躺在床上，似乎什么都不
知道了，也不说话。他帮儿子穿好衣
服后，儿子突然哭了，哭得很凶，喃
喃地说：“爸爸，我一身（体）坏完了，
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

“那个场面真的是很惨。”曹洪
俊红着眼眶说，他当天就将儿子送
到南充市中心医院住院治疗。

曹洪俊说，小儿子现在就像
婴儿一样，给他喂水果，知道张开
嘴巴，却不知如何吃进去……“现
在对他来说，任何东西都要从零
开始。”

曹洪俊说，小儿子现在处于一

种失忆状态，不认识人，见到熟人来
了会有反应，但会把每一个熟人都
叫成“爸爸”，“他想说的东西说得很
清楚，但他说的话，不是我需要的，
无法交流”。

南充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副主
任医师周华勇告诉记者，曹胜刚到
医院时，情况很严重，不认识人，丧
失语言能力，意识模糊，处于昏睡状
态，右侧身体出现瘫痪。经及时治
疗，病人认知能力有一定恢复，右下
肢基本恢复正常，右上肢也比刚入
院时要好一些。

周华勇说，曹胜的情况属于急
性发作的病毒性脑膜脑炎，目前治
疗情况比较理想，但语言能力的恢
复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不知不觉你鬓角露
了白发，不声不响你眼角
上添了皱纹。我的老父
亲，我最疼爱的人，人间
的甘甜有十分，你只尝了
三分。这辈子做你的儿
女，我没有做够……”近
日，一段一名男子站在病
床前给失忆儿子唱歌，试
图唤醒儿子的视频感动
了众多网友，纷纷留言

“这一幕太让人心酸”“这
是一位父亲对儿子最深
沉的爱”……

催人泪下
71岁老父亲病床前给儿子唱《父亲》

揪心一刻
明明出现异常却坚持不住院

病情确诊
病毒性脑膜脑炎！儿子重回婴儿状态

坚强面对
“就让当父母的默默去承受吧”

“炸街车”噪音扰民
一晚查处9辆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