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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爱心蜡烛 献黄色菊花

犀牛广场犀牛广场 数千人追思唐超数千人追思唐超

本报讯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

会将于 3 月 24 日在泸州盛大启幕。本届

酒博会以“举杯中国·品味世界”为主题，由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重点支持，由中国酒业

协会主办，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四川省

商务厅、四川省外事办公室、四川省经济合

作局、泸州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本届酒

博会意大利作为主宾国。27 日闭幕。

泸州是著名的“中国酒城”。酒文化

源远流长，是全国浓香型白酒发源地和酱

香型白酒重要生产地，拥有泸州老窖、郎

酒两大名酒，已建成全国规模最大、产业

链最齐全、功能配套最完善的酒业集中发

展区，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永久落户泸

州，正加快建设中国白酒金三角核心腹

地，着力打造世界级优质白酒产业集群。

2018 年，全市酒业增加值增速 9.9%，分别

高于全省和全国工业增加值增速 1.6、3.7
个百分点；酒业主营业务收入 805 亿元

（占全国 15.01%、占全省 34%），同比增长

13.5%。2019 年，预计全市白酒主营业务

收入实现 910 亿元；规模以上白酒企业增

加值增速保持 11%以上。到 2021 年，预计

全市白酒主营业务收入突破 1050 亿元，

中国白酒金三角酒业园区完成年产值和

服务性收入突破 1000 亿元，中国白酒金

三角核心腹地地位更加稳固，国际知名的

白酒产区基本形成。

酒博会是经国家商务部批准举办的

唯一国际酒类专业展览会，自 2007 年起

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三届。中国国际酒业

博览会自 2014 年永久落户泸州，已连续

成功举办 5 届。

本届酒博会亮点颇多：一是活动内容

丰富。共安排重大活动和专项活动 26项，

较去年增加 8项，包括开幕式、意大利开馆

仪式及意大利活动周、中国（四川）自贸试

验区川南临港片区投资贸易洽谈会暨重

点项目签约仪式、中国国际酒业论坛、

2018 年度酒类新产品“青酌奖”颁奖活动、

“酒城论剑·品酒争霸”全国品酒师大赛、

“酒城论剑·品酒争霸”民间好舌头大赛、

酒类包装设计创意大赛、新品发布及产销

对接大会、2019全国酒类标准化峰会等。

二是展馆设置科学。本届“酒博会”

展览总面积超过 8 万平方米，共设 5 个专

业展馆。其中，国际精品馆将集中展示世

界主要产酒国生产的各类精品酒，完美诠

释“佳酿汇泸州·一馆聚全球”的展馆主

题；中国白酒精品馆将展示我国从 1952 年

至 1989 年 5 次国评评出的 17 种名酒和近

年来新生代精品白酒；国内综合馆将综合

展示我国不同香型、不同品种的各类知名

白酒，以及中国六大烈酒产区、十大美酒

产区及“青酌奖”评选出的获奖产品；国际

综合馆暨“一带一路”国家馆将展销国际

知名的酒类生产国、世界主要产酒国和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的各类酒品，融

入跨境电商酒类销售平台，并在展馆内设

置多功能厅，主宾国意大利国家馆的开馆

仪式也将在此举行；酒类装备包材馆将集

中展示国内外知名酒类装备，汇聚全球顶

尖酒类生产、酿造、包装等全产业链装备。

三是各界嘉宾云集。本届酒博会将

继续立足全球视野，广泛邀请海内外企业

主要负责人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

区的政府代表、专家学者、酒类企业和协

会代表以及经销商代表参会。并在市区

内组织开展花车巡游活动，引进意大利、

德国等特色餐饮文化，共同打造中西结合

美食街。还将同步开展系列线上线下全

球宣传营销活动。此外，组委会还邀请了

专业采购商、经销商进行现场产销对接。

酒博会期间，泸州市主城区重要综合

体举办“举杯同城庆，酒博嘉年华”，在全

市范围内组织各商场超市、娱乐餐饮场所

等积极开展惠民活动，与相关旅行社合作

策划“四川最佳目的地旅游活动”，全面

带动民众参与，酒博会成为“酒博狂欢

节”。 （肖婷）

举杯中国 品味世界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酒业博览会将于 3月 24日在泸州启幕

男子卖 45268条楼盘业主个人信息

获利 600元 获刑 8个月
买房登记个人信息，一不小心个人信息就被很多

中介、售楼部知道得一清二楚。为何我们的个人信息

会如此透明，到底是谁泄露了我们的个人信息？近

日，安居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案，被告人罗某被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0 元。

“据调查，被告人罗某长期从事房产中介业务，在

工作中掌握了众多楼盘业主大量的个人信息资料。”

承办法官李茂介绍，2017 年 8 月以来，被告人罗某将

其所获得的 45268 条楼盘业主个人信息资料，通过

QQ、微信等方式先后出售给他人，共计获利人民币

600 余元。2018 年 7 月 31 日，公安机关在船山区将被

告人罗某挡获。

2019 年 3 月 11 日，安居区人民检察院以犯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罪对罗某提起公诉。3 月 15 日，安居区人

民法院依法适用速裁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庭

审中，被告人罗某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和事实均无

异议，并自愿认罪认罚，法院当庭宣判：被告人罗某犯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 8 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 1000 元。

法官释法：
“在日常生活中，消费者往往要频繁使用个人信

息，比如买房买车、银行取款、入住酒店等等。个人信

息使用次数越多，泄露风险就越大。”安居区人民法院

法官尹晓鸿解释，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

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

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第六十七条规定：“犯罪

嫌疑人虽不够成自首，但如实供述自已罪行的可从轻

处罚”。

本案中，被告人罗某违反国家规定向他人出售公

民个人信息 4 万余条，属情节严重，应以侵犯公民个

人信息罪判处。被告人罗某到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

罪行，自愿认罪认罚，并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可从轻

处罚，因此法院依法作出判决。

（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

女儿卖出房屋
父亲拒不搬出

“购买的房屋终于真正属于我了。”当自己购买的

房屋被腾退的那一刻，购房人罗陆的心“落定”了。近

日，蓬溪县人民法院成功调解了一起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经承办法官反复调解，开庭前，被告李华及其父母

主动腾退房屋给原告罗陆，原告撤回对被告的起诉。

据了解，2018 年 12 月 13 日，经中介介绍，李华、罗

陆签订了二手房买卖经纪合同，李华将位于蓬溪县一

小区建筑面积 78.59 平方米的房屋及室内家具以 33 万

元价格卖与罗陆。随后，罗陆按合同约定付清了购房

款，双方办理了过户手续，产权变更登记在罗陆名下。

然而，事情并没有预料的那么顺利。就在罗陆要

求交房时，李华竟然不见了，而李华的父母及 91 岁的

婆婆还住在房屋内拒不搬出。无奈之下，罗陆将李华

及其父母告上法庭，要求李华及其父母立即交付房屋

及室内家具，并赔偿违约金 66000 元。

蓬溪县人民法院立案后，承办法官在给被告送达

法律文书时，李华的父亲李文政提出，房子是他给钱

买的，只是产权登记在女儿李华名下。他将自己的房

屋出售替女儿还债，女儿已将该房赔偿给他，只是没

有办理过户手续。李文政还提供了女儿李华出具的

房屋赔偿协议书，主张买卖合同无效。

考虑到 91 岁的李婆婆住在房屋里，若强制执行腾

退，难度较大。经过承办法官反复细致地调解，开庭

前，被告终于主动腾退房屋给原告，原告遂撤回对被

告的起诉。

法官释法：
“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

登记，发生法律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据承

办法官介绍，本案中，根据《物权法》第九条规定，原

告已取得该房所有权，被告李华给其父亲出具的赔偿

协议书对外没有法律效力，不能对抗买卖合同，被告

理应腾退房屋。（人中人物均系化名）

（李雪琴 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

一男子“二次酒驾”被拘三日
近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在开展酒驾专项

整治行动中，查处一起二次酒驾违法行为。

当日晚上 9 时 48 分许，在市城区开善路，一辆小型普

通客车正由东向西行驶，当其行驶至开善东路烟草公司附

近时，被附近卡点的执勤交警拦停在路边接受检查。“交警

同志，这是我的驾驶证和行驶证。”在交警的引导下，该车

驾驶员主动拿出相关证件递给交警。而该驾驶员刚一开

口，交警便发现了端倪。

“驾驶员，你是不是喝酒了？请你熄火下车，配合我们

检测。”随即，交警使用呼吸式酒精测试仪对其进行了检

测，结果为 35mg/100ml,属于饮酒驾驶。而执勤交警在进一

步调查中发现，该驾驶员在 2016 年 8 月因饮酒后驾驶机动

车被甘肃省白银市平川交警大队城区中队查获并处罚，此

次系为二次酒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目

前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直属二大队已对该驾驶员处以了罚

款 1900 元，行政拘留三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的处罚。

（全媒体记者 吕苗）

以案以案说法说法

渠 河 呜 咽 寄 英 魂 ，哀 泪 悲 思 悼 英

雄。昨（21）日晚，由市出租协会组织的

唐超祭奠追思仪式在市城区犀牛堤广场

举行，降温后的遂宁寒气袭人，却依旧挡

不住民众追思唐超的脚步。点爱心蜡烛、

献黄色菊花，数千名自发而来的社会各界

人士通过祭奠追思仪式向英雄唐超道别。

晚上 7 时 30 分，祭奠追思仪式正式

开始。在低回的哀乐声中，全体人员向

唐超巨幅照片行默哀礼，行三鞠躬礼。

“浩浩渠河作证！巍巍西山作证！遂

宁——这座观音文化之城曾经涌现了多

少可歌可泣的善行壮举，前有奋勇救人好

的哥秦开云、勇擒歹徒道德模范申成国、

勇斗歹徒英雄李颖，今有见义勇为好的哥

尹德洪、唐超和好网约车司机黄晓洪。他

们用行动温暖了这个城市，感动着这个城

市，也诠释着这个城市——爱心之都、慈

善之城、大爱遂宁的精神内涵。”追思词

中，倡议全社会向唐超学习，并且要化悲

痛为力量，传承英雄精神，激发出全市广

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信心和决心，投身

到和谐遂宁建设的洪流中，为遂宁市经济

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而努力奋斗！

“轻轻的捧着你的脸，为你把眼泪擦

干……”在《让世界充满爱》的温暖歌声

里，社会各界人士开始有序地向英雄敬

献鲜花。每个人走在唐超巨幅照片前，

都深深的鞠了一躬，然后再轻轻的把鲜

花放下。

“唐超用他的救人壮举，用他年轻的

生命向我们诠释了善良，诠释了爱。他的

离开让我们无比伤痛，但也温暖了整个城

市。”市民温先生望着唐超的照片，流下了

热泪。“我们这么多人自发而来，不仅为了

共同寄托心中的哀思，更希望好好地和英

雄道个别，让英雄知道他并不孤单……”

往事依稀，泪眼朦胧，千言万语，道

不尽我们对他的思念。唐超用年轻的生

命，给我们留下这么多可供学习和继承

的精神财富，他那短暂生命之花开的如

此灿烂，开的如此辉煌，开的如此精彩。

唐超虽然离我们远去了，但他音容

宛在，他的事迹，必将在遂州大地上流

传，他的壮举，会让爱永远流淌在这座充

满温度的城市。让我们怀着崇高的敬

意，祝福英雄一路走好！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社会社会关注关注

数千人追思唐超社会各界人士为唐超献花

广告

在夜深人静时，尾随单身女性只抢劫女

性的丝袜。日前，船山警方成功破获“2.28”
系列抢劫案，抓获犯罪嫌疑人刘某。

2016 年 10 月的一天凌晨，受害人张女士

走到德胜西路附近的豆芽巷某小区时，被一

名手持尖刀、戴着口罩的男子抢走了丝袜。

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天峰街、仁里镇、开善

路等地又陆续发生多起类似的抢劫案，受害人

都是晚上晚归穿着丝袜的年轻女性。

2019 年 2 月 27 日凌晨，看完电影的晓文

（化名）搭乘三轮车返回附近的一个小区，就

在上楼时，突然出现一名持刀男子，要求晓文

脱掉丝袜。受害人搭乘的三轮车，嫌疑人应

该是一路尾随。根据这条线索，办案民警

通 过 调 取 沿 途 的 天 网 监 控 ，锁定了犯罪嫌

疑人刘某，并于 3 月 4 日将刘某挡获。经审

讯，刘某对其三年来多次抢劫晚归女性丝袜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据办案民警介绍，由于出生在单亲家庭，

再加上分手的前女友喜欢穿丝袜，刘某便产

生了抢劫女性丝袜的怪癖，并疯狂作案多起。

目前，刘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等待

刘某的，也将是法律的制裁。

（刘浩然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专抢女性丝袜
遂宁怪癖男子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