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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次驾考理论都没过 毛了，退钱！

想找驾校退钱但被拒 市交委提醒：报名时应签订相应合同

核心

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王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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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预报

彩票看台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销“排

列3和排列5” 第13073期排列3直选中奖

号码 ：043，全国中奖注数3173注 ，单注奖

金1000元；排列5中奖号码：04357，全国中

奖注数15注，单注奖金10万元 。●电脑体

育彩票“22选5”第13073期开奖号码：04、

10，12，13，14，一等奖26注，单注奖金19094

元 ,二等奖2715注 ,单注奖金50元 。●中国

电脑型福利彩票云贵川联销“天天乐”（22

选5） 第2013073期开奖结果 ：13、11、09、

18、01。一等奖0注，单注奖金0元。●中国

电 脑 型 福 利 彩 票 全 国 联 销 “3D” 第

2013073期开奖结果：222， 单选80133注，

单注奖金1000元， 组选3，0注， 单注奖金

320元 ，组选6，0注 ，单注奖金160元。●中

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双色球”第

2013032期开奖结果 ： 红色球号码 ：04、

21、29、30、33、25，蓝色球号码 ：03。一等奖

2注 ，单注奖金10000000元 。二等奖68注 ，

单注奖金438576元 。 滚入下期奖池资金

185170708元。（备注：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

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今日有小雨 周末将转晴

昨天白天我省各市州天气晴好、暖

阳依旧， 午后盆地内最高气温北部大部

地方在24℃到26℃之间， 南部大部地方

在26℃到28℃之间， 泸州的古蔺更是达

到了30度，让人恍若度夏。

根据四川省专业气象台的预报，今

日白天，成都市将迎来小雨，空气依旧很

清新，而气温几乎不受影响，最高气温可

达23℃。明日，天空将转晴，再迎暖阳。

根据预报，今日白天，盆地各市多云

转阴天，巴中、达州、广安、南充、遂宁、雅

安6市及绵阳、德阳、成都3市的部分地方

有分散阵雨或雷雨，其中达州、广安2市

的局部地方有中雨；甘孜州北部、东部和

阿坝州阴天间多云， 部分地方有阵雨

（

雪

），甘孜州西部、南部和攀西地区多

云间晴。

今晚到明日白天，达州、广安、雅安、

乐山、宜宾、泸州、自贡7市阴天有阵雨或

雷雨转多云，盆地其余各市多云；阿坝州

南部、甘孜州东部、南部、凉山州东北部

阵雨（

雪

）转多云，其中甘孜州东南部、

凉山州北部局部地方有中雨， 川西高原

和攀西地区的其余地方多云。

明晚到24日白天， 我省各市州晴间

多云。

成都商报记者 王梅

成都市公安局联合成都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查获本报记者暗访发现的药贩子窝点

后，随后展开后续调查。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公安局和

成都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联合调查组获

悉，初步判断，这伙药贩子的药品主要来自双

华路菜市场周围市民医保卡购买。

药贩子曾告诉暗访记者， 所收的药一部

分来自家有闲置药的散户，不过，主要还是一

些市民通过医保卡套现等手段从药店买药，

然后便宜卖给药贩子。

昨日，记者走访了几个药店，对于中老年

人持医保卡购药，药店工作人员反映，有些购

药者买药的确很频繁， 甚至个别购药后直接

在门口与药贩子交易。但他们却无权干涉。

记者还走访了两家医院的老年门诊，医

生均表示，医院对于开处方药有严格的规范，

但用量方面如患者确实存在特殊情况， 可以

酌情考虑增大用量。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介绍，

流动药品 “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其隐蔽

性、分散性和流动性增加了查处难度。截至

目前， 国家还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对药贩

子进行严厉打击。根据《药品管理法》，这

些收药活动一般只能视为无证经营， 处以

没收药品和罚款， 这些处罚显然不能彻底

铲除药贩子。

在药贩子窝点现场，记者从

药贩子记录收支情况的账本上

看到，2012年11月14日开头标有

“出沈阳”的字样，5月20日标有

“发天津”、“发沈阳”的字样。

据药贩子初步交代，他们主

要将收集起来的药品打包，之后

与上述城市的“下家”联络，然

后将药品通过包裹快递的方式

邮寄过去。

“下家”究竟是谁，这伙药

贩子销售了多少药品？ 目前，成

都市公安局和成都市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局针对这一情况仍在

进一步核实中。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实习记者 施南希

昨日上午11时许， 南三环路五段靠近

川藏立交处。一辆137路公交车与一辆电动

车相撞，电动车上的女子当场身亡。目前，

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

昨日下午2时许，成都商报记者赶到事

故现场，地面已经清理干净。据目击者刘先

生介绍， 昨日上午11时许他突然听到一声

巨响。 他看到一辆从南三环路五段向川藏

立交行驶的电动车与一辆同向行驶的137

路公交车相撞。电动车大约向前滑行了5米

远后，车上的女子倒在地上。救护人员赶到

时，女子已经身亡。

成都商报记者 彭娟

几年前房地产老板杨某在都江堰做工

程时认识了几个混混，他们常常借钱不还，

以前还借过一辆车，过了几年才还。这几个

混混平常虽然跟杨某称兄道弟， 但完全把

杨某当成了“印钞机”。最近，他们又想借

杨某的玛莎拉蒂。被拒后，今年2月8日晚几

人竟上门抢走他20万元现金和宝马车、路

虎车，涉案金额高达300多万元。

杨某报了警，车找回来了，但20万元被

挥霍一空。目前，涉案3人因涉嫌抢劫被刑

拘。武侯警方提醒，工程老板与社会闲杂人

士交往多，应谨慎。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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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贩子的药 大多寄出省

3天暗访 揭开药贩子行业秘密 追踪

“你没考及格，可以再考嘛！”面对上门

要求退费的学员李世勇，驾校教务龙女士说。

“我不考了，考了10次理论都没过，我还

怎么考？”脖子扭到一边，李世勇“毛”了。

昨日，围绕着退不退费的问题，在天欣驾

校双桥分校， 学员李世勇和教务龙女士又一

次嘴上交锋。 这段持续了近10个月的 “纠

纷”，还得从李世勇的10次理论考试说起。

去年1月到5月 考了十次理论

李世勇，今年40岁，自称只有小学文化。盖

着印章的收据显示，去年1月7日，他在天欣驾

校双桥分校报名，交纳“C 1培训费”2900元。

“报名过后大概20天左右，就参加了理论

考试。”李世勇回忆说，第一次考试考了80多

分， 没有达到90分的及格线。 这让他 “很郁

闷”，因为在第一次考试前，他还“到驾校模

拟考了两三次”，“最高能考到99分”。

与不少首考失利的学员一样， 时隔一周

后，李世勇再次赴考。这一次，还是没过。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李世勇的生活，频频

陷入到驾考失利的“阴影”。他说，到去年5月

左右， 自己一共参加了10次理论考试，“补考

费都交了4次”。高的85分、87分，低的70多分，

但一直没有越过90分的及格线。

看不懂教材也耍不来电脑

屡屡的“挫败”，让李世勇渐渐灰心。“一

坐到考试电脑前，头就是昏的，紧张。”他说，

考第七八次的时候，自己就不想考了，但驾校

还是鼓励自己又去考了两次。

“我不适合这个，就算了。”在谈到为何

屡屡考试未能通过时，李世勇说，自己耍不来

电脑，平时也不用电脑，也只是模拟考试的时

候在驾校用过电脑。

而再被问到自己如何备考时，李世勇坦承，

自己几乎没有备考。他说，报名时，自己从驾校

拿了一本书，回来后看了看，“很多没看懂”。对

于汽车构造、交通法规，自己也并不了解。

并且，李世勇说自己“一直在考理论，连

教练车都没上过。”去年5月，思量一番后，李

世勇决定放弃考取C 1驾照， 并向车管部门取

消报考。

报名时没签合同 要求退钱遇阻

放弃再考后，李世勇找到天欣驾校双桥分

校，提出要退还部分培训费用。然而，驾校工作

人员的态度十分明确：不能退钱。几个月来，李

世勇数次到双桥分校交涉，但仍无结果。

昨日，李世勇再度上门。双桥分校的教务人

员龙女士称“不可能退费”。龙女士及李世勇双

方均表示，在报名交费时，并没有签订合同。

“要退费你找教练说去！”昨日，龙女士

从桌上取出一张名片，称是李世勇的教练。她

称，李世勇所交的费用，已经交给车管所和教

练了。李世勇把头扭到一边，说：“我连车都没

摸过，从来没见过教练，我和他说啥？”

考试没通过，放弃继续学习的，能否要

求驾校退还部分培训费？昨日，成都商报记

者就此拨通了市交委退费咨询电话。

工作人员透露， 如果驾校学员不能继

续学习，如果事先签订了合同，以合同相关

约定为准。如果事先没有签订合同，就可以

扣掉已经产生的费用， 如交给车管部门的

费用、驾校的管理费、办卡、购书等费用，如

果练过车，还有练车的费用，之后就能解除

驾校与学员之间的培训关系。“如果没有合

同，有些产生的费用就不好说了。”

该工作人员提醒， 所有学员在驾校报名

时，都应该索取正式的交费收据，必须和驾校

签订相应的合同，以保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交委提醒

扣除相关费用后

可退钱

公交车电瓶车相撞 女子身亡

老板交友不慎 被混混当成“印钞机”

昨日李世勇在天欣驾校双桥子店找工作人员理论 摄影记者 段韵

3

月

1

日，香山苑小区，嫌疑人被挡获后，将堆放

在房间里的药品装箱 摄影记者 王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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