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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表示，2019年11
月8日，美国《联邦纪事》公布了中国自产原料禽肉输美
的最终规则，确认中国自产原料禽肉监管体系与美国等
效。继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等国家之后，中国也被列为
有资格向美国出口自产原料熟制禽肉的国家。此前，中
国自产原料熟制禽肉监管体系已顺利通过美国农业部
的文件审核和现场审核。

2004年5月，我国正式向美国提出熟制禽肉对美出
口问题，但美方一直以我国监管体系与美方不等效、存
在禽流感疫情等为由，拒绝进口。对此，中国海关一方
面坚持立场，指出美方不合理做法，要求美方遵守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OIE）有关规定同意进口熟制禽肉；另
一方面，向美方提交中国熟制禽肉监管体系的详细材
料供美方评估，争取美方对我现有体系的认可，并先后
9次接待美国农业部来华检查，指导出口禽肉企业根据
美国进口要求完善质量安全管理体系。2016年美国确认
中国出口禽肉加工监管体系与美国等效，允许中国使用
美国认可国家的禽肉作为原料加工后向美国出口，但不
允许使用自产原料熟制禽肉输美。此次美国确认中国输
美自产禽肉监管体系等效，将对我国熟制禽肉输美贸易
产生积极影响。

美国正式确认
中国自产原料禽肉监管体系

与美国等效

世界500强企业德国博
世电动落户蒲江后，其本地
配套入驻率从5%提升到
51%。其背后是中德（蒲江）
中小企业合作区两年引进
82个重大项目，总投资190
亿元以上。前来投资的国内
外企业对蒲江赞不绝口，其
背后是蒲江县583平方公
里、66.9%的森林覆盖率，已
是全国首批、全省首个生态
文明建设示范县，良好的生
态环境早已深入人心。蒲江
绿色生态产业蓬勃发展，又

是成都产业重要承载地，产业功能区到底是怎么规划
的？产业功能区建成后又是怎样一番景象呢？

两年引进82个重大项目
总投资190亿元以上

日前，第二届中德工业4.0暨全球采购大会在中德
（蒲江）中小企业合作区召开，为德国企业与中国企业
搭建供应链对接平台，并发布了300亿元订单。中德
（蒲江）中小企业合作区规划面积33平方公里，是西部
唯一的国家级中德中小企业合作区、西部首个“长风
计划”全国示范区，也是成都五个国别园区之一。近两
年，蒲江县先后引进德国SPECS高端显微镜、日本东
洋炭素、三三工业等82个重大项目，总投资已达190亿
元以上；目前，合作区已集聚企业200余家，2018年已
实现产值近200亿元。

蒲江县坚持补链强链。着重引进领军企业和“隐形
冠军”，做强配套企业，促进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发
展；以德国博世电动为核心，吸引博盛、盛镁镁业、瑞博
等9家关联配套企业；博世电动本地配套率由入驻时的
5%提升到51%。蒲江县坚持产教融合。先后引进建成
AHK职教培训中心、全球最大的KUKA授权研究院、司
代普西南中心等20个产教融合项目。

建成18万亩柑橘、猕猴桃
可追溯体系标准化示范区

四川蒲江现代农业产业园作为成都66个产业功能
区之一，也是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和国家级柑橘、猕猴
桃标准化生产示范区，规划面积244平方公里，占到全县
面积的42%。蒲江县将在这里打造一个以有机水果种植
加工、冷藏物流为重点，农商文旅体融合发展，世界一
流、全国领先的绿色有机水果产业园。

蒲江县坚持绿色有机导向，完善产业核心链条。现
在已经建成了18万亩柑橘、猕猴桃可追溯体系标准化
示范区，并获评“国家有机产品认证示范区”、“国家级
出口食品农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蒲江县还引进和培
育了“中粮、新发地、佳沃”等龙头企业，建成了10万吨
水果气调保鲜库，形成了川西南水果集散中心。蒲江县
2018年农产品电商销售额已达10.3亿元，这个数据占全
国总数的1/300，获评“全国首批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
示范县”。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袁勇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299期开奖结果：578，

直选：4888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10038注，每
注奖金173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299期开奖结果：
57823，一 等 奖 42 注 ，每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67570000.3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19128期全国销售322813843
元。开奖号码：20 21 25 34 35 03+12，一等奖2
注，单注奖金1000万元。二等奖85注，单注奖金
699443元，追加32注，单注奖金559554元。三等奖156
注，单注奖金1万元。2137001004.60元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开奖前奖池资金高于15亿元，一、二等奖奖金
按《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别规定》
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公告)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月8日)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
2019299期开奖结果：328。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为中德企业搭建供应链对接平台

全球300亿元订单
在蒲江发布

那不勒斯、意大利队和中国，马塞洛·
里皮和法比奥·卡纳瓦罗之间完美的路线
图。在那不勒斯两人初遇，两人在教练和
球员的岗位上都还很青涩，经过多年打拼
之后，两人协力合作、在2006世界杯夺冠。

现在，两人的新战场是在海外，在遥远
的东方。里皮在意大利国内被视作现代马可
波罗，他在东方用他过往的技战术知识、组
织能力和人格魅力开启了一条足球之路，前
往一个拥有无穷潜力却缺少一些传统的国
度。这里的足球需要里皮这样的先驱。

里皮是2012年5月17日第一次来到中
国广州的，从第一天开始他就征服了中国
球迷。而与此同时，2012年5月12日，卡纳瓦
罗在意大利足协的科维尔恰诺基地开始
上教练课程。这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巧
合：他仿佛就是为了来中国执教而准备
的。与此同时，里皮和卡纳瓦罗两人一直
保持着联系。

里皮对于让自己曾经的弟子们成为
同事一直非常谨慎。而卡纳瓦罗身上有某
种特别的东西非常打动他，这位杰出中后
卫的生命就沉浸在足球中，他仿佛把足球
当粮食、空气。在球员生涯的后期，卡纳瓦
罗就有意识地去更多地研究场上的技战
术、去研究比赛和阵型。从早到晚，他投身
于此，从对足球的着迷程度而言，他甚至
超过了里皮。而里皮总是有意识地引导弟
子们发展自己的潜能，而卡纳瓦罗则是那
个他看好的、有整体大局观的人。

里皮正在中国创造着辉煌，他带队赢
得了2012年亚冠联赛冠军。与此同时，卡纳
瓦罗去了阿联酋，他在阿赫利队踢了两三
年球之后选择了挂靴。2013年7月，他成为
了阿赫利队助理教练，当时他辅佐的主教

练是罗马尼亚名帅科斯明·奥拉罗尤。不
过他只当了一年助教，因为里皮在中国向
他发出召唤。

里皮在广州恒大待了3个辉煌的赛
季，赢得了一次亚冠冠军和3次中超联赛
冠军，他想要改变自己的角色了。由于思
乡情切，他希望更多地担任技术指导的工
作，在意大利待的时间能长点。他需要自
己最忠诚的继承者卡纳瓦罗来代替自己
行使主教练的职责。两人的关系非常好，
作为里皮的忠实门徒，卡纳瓦罗无疑能够
肩负起师父的责任。

卡纳瓦罗则如此表述自己的足球理
念，“我不是一个标新立异的人，我从不会
在足球场上发明什么，也觉得没有什么值
得去发明。在科维尔恰诺基地，我看到大家
都想做点什么新东西出来，这让我很烦恼。
难道简简单单地踢球不好吗？我们不能简
单地防守然后反击吗，为何一定要变阵？我
喜欢在对方半场进攻和抢断后再进攻，我
喜欢在本方半场好好防守；我喜欢和队友
们一起快乐地踢球；我喜欢球场上的规则
都能被尊重。然后是年轻人的问题，我在那
不勒斯青训营受益良多，而现在的年轻人
则完全不一样了，根本不会尊重前辈……”

对于广州恒大而言，卡纳瓦罗就像是
里皮的传承人，两人一脉相承，在球队的
人员构建和打法上面不会有大的变化。所
以他在2014年11月5日被正式任命为主教
练，而到了2015年6月，他就又带队获得了
中超冠军，并在亚冠联赛打进了四分之一
决赛。然而，在带队23场比赛之后，他就下
课了。这并不是卡纳瓦罗带队的技战术问
题，而是因为在该年2月，里皮彻底抽身离
去。所以恒大方面可能在一怒之下，决定

彻底与意大利团队告别。
而与此同时，里皮回到意大利，却没

有等到他预期中的意大利队技术主管的
职位。而卡纳瓦罗这边并不想停下来，他
希望能够继续执教、获得更多的经验和
阅历。所以在2015年10月，他在沙特联赛
找到了工作，执教卫冕冠军阿尔纳塞尔
队。然而他这次的执教成绩也不理想，在
带队仅仅获得第六名后，他在次年2月黯
然下课。

里皮和卡纳瓦罗的职业生涯再次发
生了惊人的巧合。2016年6月9日，卡纳瓦罗
被任命为中甲联赛天津权健队的主教练，
而里皮再次与广州恒大方面开始接触，后
来由于众所周知的缘故，他成为了中国国
家队主教练。于是在2016年底，里皮和卡纳
瓦罗师徒俩又在中国重聚了。

两人的世界再次重合。里皮成为了恒
大的顾问，而卡纳瓦罗则离开天津再次回
到广州恒大。他接过了曾夺走自己饭碗的
斯科拉里的帅位。后来，当里皮再次准备
离开，卡纳瓦罗成为中国队主帅看上去似
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了。

问题在于，让卡纳瓦罗身兼广州恒大
和中国国家队两份重大任务似乎有些强
人所难。他在今年3月担任临时主帅输掉
两场比赛之后，选择了辞职。他宁愿只成
为广州恒大的主帅。中国方面还在联系里
皮，而后者终于回心转意又回来了。

于是，两人又在中国开始了挑战。两人
的关系一直很紧密，就如同笔者上次说的，
他们就像被绳结牢牢捆绑在一起。此前，卡
纳瓦罗一直在里皮的光环之下工作，而这
一次，卡纳瓦罗能独立完成任务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胡敏娟 策划/编译

专栏

整体大局观，
是卡纳瓦罗和里皮捆绑相伴的原因

不能坐飞机出行了
王思聪被法院限制高消费

被限定的高消费行为包括：

（一）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列车软
卧、轮船二等以上舱位；

（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
夫球场等场所进行高消费；

（三）购买不动产或者新建、扩建、高档装
修房屋；

（四）租赁高档写字楼、宾馆、公寓等场所
办公；

（五）购买非经营必需车辆；
（六）旅游、度假；
（七）子女就读高收费私立学校；
（八）支付高额保费购买保险理财产品；
（九）乘坐G字头动车组列车全部座位、其

他动车组列车一等以上座位等其他非生活和
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近日，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信息显示，王思聪已被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发布限制消费令。
上述限制消费令显示，法院于2019年8月12日立案执行申请人曹悦申请执行上海熊猫互娱文化有限公司其他合同纠纷一

案，因熊猫互娱未按执行通知书指定的期间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被采取限制消费措施，限制其法定代表人、主要
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王思聪不得实施高消费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许多网友疑惑，私人飞机不用买机
票，被“限消”之后，可不可以直接去机
场走VIP通道登机呢？

答案是——不行，但可以向法院提
出申请。私人飞机是王思聪的个人财
产，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
消费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

因私消费以个人财产实施前述行
为（即前文禁止的九种消费行为）的，可
以向执行法院提出申请。

被限制消费的被执行人因生活或
者经营必需而进行前述禁止的消费活
动的，应当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申请，
获批准后方可进行。

那么王思聪能不能坐别人的私人
飞机呢？今年 5 月，广东高院发布的全
国首个《关于限制消费及纳入失信人名
单工作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这一段可
供参考——

问：被限制消费后，被执行人能否
以他人财产实施被禁止的消费行为或
接受被禁止的消费服务？

答：不可以。
此外，“住万达酒店”是否可行呢?

严格来说，“带星”的宾馆、酒店，都是不
能住的。根据万达酒店及度假村官网信
息，其旗下拥有的五大酒店品牌，定位
都不低，分别为万达瑞华（奢华）、万达
文华（豪华）、万达嘉华（高端）、万达锦
华（高端精选）以及万达美华（超中端）。
这样看来，被限制消费的王思聪要住万
达酒店，也挺悬的。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梳理发现，王思聪
被限制高消费是因为其作为实控人的上海熊猫
互娱文化有限公司（熊猫直播运营主体）被名为

“皮小秀”的斗鱼主播曹悦申请执行合同纠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

网上查询到，曹悦原系案外人广州某某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旗下直播平台
的游戏主播，被熊猫互娱引进，作为其旗下熊
猫直播平台的游戏主播并签订《游戏解说合作
协议》及《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中明确，若因曹悦与某某公司
解除协议产生违约责任，由熊猫互娱直接向某
某公司赔偿，或在曹悦承担相关费用后由熊猫
互娱向曹悦支付其已付款项。2016 年 5 月 16
日，某某公司起诉曹悦，熊猫互娱为曹悦聘请
律师，经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确认
曹悦向某某公司赔偿损失360万元及相应的诉
讼费用。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后，熊
猫互娱未履行相关付款义务。

2018年12月，曹悦向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
院提出诉讼请求。经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一
审判决，熊猫互娱应支付原告曹悦人民币 3,
699,893元并支付此款自2018年12月5日至实
际付清日止的利息损失(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标准计算)。

据“新鲜趣闻小贴士”网站的相关介绍信
息，曹悦网名“皮小秀”，皮小秀之前在YY直播
后又去斗鱼，之后又转投王思聪旗下的熊猫直
播。而微博认证为“LOL皮小秀、简介是斗鱼平
台签约主播的博主则在昨日转发了王思聪被
限制消费的相关新闻，并附言“跟着校长干了
很多年了，如今遇到了点事情，还是相信校长
会妥善处理的”。

此外，昨日流传的一张微信截图上有
人表示，王思聪之所以不想还钱，是因为
被公司的法务坑了：

“去文书网看了一下判决书,怪不得
王思聪不想还这笔钱,完全是被自家法务
给坑的，从斗鱼挖皮小秀这个三流主播,
法务竟然给他一份如果被起诉违约熊猫
全兜底的合同,所以皮小秀被斗鱼起诉赔
了360万,给了钱后拿这个合同找熊猫报
销,熊猫想赖账被皮小秀起诉。看看斗鱼
虎牙之间互相起诉主播的那些上亿的,几
千万的违约金,平台屁事没有,这个熊猫法
务真是平台法务之耻啊”。

就上述说法，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采访了相关法律界人士。

北京盈科（上海）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窦俊伟律师表示，通常来说，一个大公司
的合同至少要经过几个部门的审核，尤其
是涉及主播这种核心业务的合同更是要
反复讨论，肯定不是一个法务就能说了算
的；而且这种兜底条款，法务也不敢随便
写的，除非是公司领导层授意的。“我更倾
向于是公司领导层对出于平台急速扩张
的考虑，忽视了法律风险。”窦律师说。

窦律师称，在频频出现天价违约金的
主播行业，对主播转平台的违约金进行兜
底的合同条款，风险极大且不可估量，甚
至可能直接导致公司倒闭。所以，他不认
为法务有权决定这么重大的合同条款，即
使是法务有这个权限，那也说明公司的管
理架构存在重大缺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白兆鹏
李伟铭 综合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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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公司领导层或因
急速扩张忽视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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