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3张卡透支难还 领刑6年

从2011年4月开始，纪某在10家银行

办了13张信用卡， 其中有一张还是用他

人的身份信息办的，共透支了40多万元。

用于买房买车，无法还上。

法院认为， 纪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超过银行规定期限透支，数额巨大，并经

发卡行多次催收仍不归还，同时，纪某冒

用他人的信用，其行为已构成信用卡诈骗

罪，因此判处纪某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

10万元。

青法检 成都商报记者 柏阳月

吸毒劫车 判劫持汽车罪

2010年9月21日凌晨， 李兵和朋友吸

毒后坐上出租车， 觉得他人在追杀自己，

先后两度持刀劫持了两辆出租车强逼司

机开车， 途中还造成车祸事故……昨日，

金牛法院判决李兵的行为构成了劫持汽

车罪，判有期徒刑5年半。办案人员称，劫

持汽车罪是刑法增设的新罪名，属于危害

公共安全犯罪中的一个， 量刑比抢劫罪

重。

金牛检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八万元保进大学？ 骗子！

2009年4月，艺考生郭涛（化名）在

双流某培训学校遇到了王老师， 其自称

可以通过“省招办”的关系，让他上川

大， 郭家送给王老师8万元活动经费。郭

家发现受骗报案后，王老师投案自首。

近日，王老师因犯诈骗罪被刑一年六

个月。

双流检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孙兆云

昨日凌晨5时许，江天路1号院内，一名

男子在行窃时被屋主李女士发现。 情急之

下，他跳到三楼阳台外的雨篷上。“快下来

嘛，你站外面好危险。”事发后，小区不少

业主看着站在阳台外的男子， 都为他捏了

一把汗。而在3楼屋内，6名民警和消防队员

站在阳台上，也在不停地劝说该男子。

为了缓解男子的情绪， 民警还给他递

水递烟。但男子并不作答，他不时伸出一只

手，在空中比划着。他的手里还拿着一根铁

钩，不停地扎在自己的脖子上，不准旁人靠

近。此时，该男子脚下的雨篷已经有了几块

凹陷痕迹。昨日早晨7时许，经过一个多小

时的劝说后， 民警将男子手中的铁钩控制

住。随后，6人一起抓着男子的衣服、手臂，

将他拖进屋内。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此事。

成都商报记者 梁凡 摄影记者 王勤

两小时劝回贼

裤裆搜出赃物

昨日到5月24日， 每天上午8点到晚上9

时，将有20架中国民航飞行学院的教练机在空

中义务巡逻侦察，这是德阳首次启用秸秆焚烧

航空监测。

广汉市总农艺师王少华介绍，广汉从4月

28日开始，至5月24日全面实行秸秆禁烧。秸秆

焚烧分散的特点，给地面巡查带来了难度，于

是首次启动秸秆焚烧航空监测， 通过G PS定

位，飞行员在空中通过目测发现火点后，会通

过无线电将信息反馈给塔台指挥中心， 指挥

中心协调员再将信息反馈给禁烧办， 由禁烧

办派人赶往现场查处。“每个飞行员都是义务

侦察员，发现火情都会第一时间通报。”中国

民航飞行学院广汉分院副院长王波介绍，20

多架飞机将在空中巡逻， 除了中国民航飞行

学院的20余架教练机外， 还有西林凤腾通用

航空公司的2架直升机参与空中巡逻，和地面

巡查小组形成联动。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禁烧秸秆 广汉22架飞机巡逻

患者昨日已出院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梅）

昨日，成都

市传染病医院五病区患者徐明 （化名）

在家人陪同下办理了出院手续。4月4日

他入院时， 被认为是今年四川发现的首

例重症甲流H 1N 1患者。经过20多天的治

疗，已具备出院指征，随时可以出院（成

都商报曾报道）。护士长姚蓉介绍，徐明

在昨日上午办理了出院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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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筋“咬掉”半张脸 缝了300针

工人从9楼坠下，右脸被撕脱 手术后可能不会毁容但右眼恢复的可能性很小

社会

核心

提示

清创！用掉5000m l生理盐水，医生用镊子

在血肉之中夹出砂粒； 归位！ 如同盖上书卷

般，将右脸的皮肌组织重新覆盖，缝补300多

针重现脸部原型；重建！“医学裁缝”利用缝

补技术制造右眼和右鼻。前晚7点过，当手术

结束后，58岁的伤者袁波（化名）重新找回右

脸。由于动眼神经遭遇损害，他能否再次睁开

右眼，还要看是否有奇迹发生。

昨日中午，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袁波脸

部浮肿，左脸完好无损，右脸有明显的缝合痕

迹。他的鼻子塞着布纱条，用于重建的鼻子定

型和止血。他介绍，前日上午9时许，他在建筑

工地的9楼切割钢筋，当他工作至7楼时，便摔

了下来，此后便什么都记不清了。工友介绍，当

时袁波倒在三楼的工地里，其右脸从脸中线处

撕裂开来，皮肤组织如同“翻书”般完全剥离翻

开，眼球周围没有皮肤，右眉和半边鼻子都不见

了……“估计坠落时呈倒栽的姿势，可能是钢

筋从额头皮肤刺入，割裂了他的右脸。”

前日中午1时许，当袁波转送到成都市第

三人民医院后， 医院的口腔科、 耳鼻喉科、眼

科、麻醉科等科室组成了“补脸团队”为其手

术。由于针眼小，且均采用可吸收的缝线，时间

长了，脸部的瘢痕会变淡，伤者或许不会毁容。

7日上午 华西医院哮喘义诊

成都商报讯（记者 彭娟）

昨日，成都

商报记者获悉，5月7日为世界哮喘日。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将于当天上午 8：

30- 11：00，在医院门诊大楼前广场举办

呼吸病专家大型义诊和宣教活动， 宣传

哮喘相关的健康和防治知识， 接受患者

现场咨询。

失脸

补脸

1� 两小时清除肉中沙石

麻醉伤者后， 用生理盐水冲洗， 每瓶

500m l的生理盐水，足足用了10多瓶。医生陈

琦采用最小的镊子，花了两小时，将沙石一

粒粒从皮肉里夹出来。 为了练就这般 “武

艺”，他平时都会买最嫩的猪肉，在沙石中滚

上一圈后，用镊子一粒粒夹出。

2� 300针精细缝合复脸

像合上书卷一般，将已经掀开的皮肉肌

腱组织，重新覆盖到右脸。神经断裂回缩，医

生重新拉伸。选取了颞部、鼻根、上唇、下颌

等6个点位的皮肤，先各缝一针进行归位。此

时，右脸的雏形已经呈现，分别缝合了肌层、

皮下组织和皮肤，一共300多针。

3�“医学裁缝”重建眼、鼻

眼科医生梁明将右脸上的眼洞覆盖到

眼球上，再进行缝合，重建其眼睛，共缝合20

多针。因“动眼神经”回缩到颅内无法抢救，

所以伤者康复后右眼是闭合状态，重新睁眼

的几率很小。

耳鼻喉科医生林小龙将伤者缺失的右

边鼻子进行缝合。林小龙称，伤者的鼻梁骨

出现骨折，经固定后，再将撕裂的半边鼻肉

覆盖到原位，进行缝合。由于鼻部神经损毁

较小，康复后不会影响鼻子的功能。

3步手术还原他脸

《四川今年首例重症H1N1

患者病愈》 追踪

消防队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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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警正在劝小偷下来

消防与民警抓住时机，将小偷拽进屋内

大家从小偷裤裆搜出失窃相机

成都商报记者 蓝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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劝说

拽回

搜赃

升级至Outlook.com

Hotmail退出历史舞台

5月3日凌晨，据美国科技博客TheV-

erge报道，微软本周四宣布完成Hotmail

到Outlook.com的升级， 这标志着Hot-

mail正式退出历史舞台。据悉，目前有超

过4亿活跃账户正在使用Outlook.com。

昨天下午， 成都市民张先生登录自

己的Hotmail邮箱后立即收到一封 “欢

迎进入Outlook” 的告知邮件。“登录界

面完全变了，以后Hotmail邮箱就不存在

了， 我的所有账号信息也被自动移到

Outlook了。”张先生告诉记者。

Hotmail是互联网免费电子邮件提

供商之一， 于1996年7月开始商业运作，

后于1997年末被微软收购。 去年8月，微

软宣布将逐步淘汰这一品牌的电子邮

箱， 并推出了免费Email平台Outlook.

com作为替代。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关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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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记者 陈中东

下周四 成品油调价或搁浅

继4月25日零售成品油调价落实后，

5月9日即下周四又将迎来调价窗口。中宇

资讯分析师高承莎认为，根据“10个工作

日原则”，预计下次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

5月9日开启，调整趋势为上调。但由于此

次调整幅度较小，根据新机制，调价有被

搁浅的可能。

中国证券报

克莱斯勒召回4700余辆汽车

国家质检总局3日通报指出，克莱斯

勒（中国）汽车销售有限公司将从7月8

日起， 召回部分进口指南者和自由客汽

车，总数为4783辆。这些被召回的汽车包

括2012年款进口指南者（Compass）和自

由客（Patriot）汽车（均为2.4L的四驱

车型）， 生产日期为2011年10月18日至

2012年5月7日。

新华社

“阿迪王”商标转让给阿迪达斯

历时5年的阿迪达斯状告阿迪王侵

权案， 最终双方取得和解，“阿迪王”中

文商标和三角标LOGO被无偿转让给阿迪

达斯， 该中文商标及三角标LOGO将不能

再继续使用并出现在终端店面中。

北京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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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市有风险 “愚乐”无极限

两个交易日间国际金价再演戏剧性变化，但都与被热炒的“中国大妈”因素无关

围绕黄金价格的多空大战仍在持续，且

市场争夺越发趋于激烈。

继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5月1

日出现1.76%的跌幅并创下近一周来的收盘

新低之后，仅仅过了一天，市场又快速逆转

前一个交易日的弱势行情，出现较大幅度的

反弹。当地时间2日，纽交所交投最活跃的6

月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1467.6美元，比前一

交易日上涨21.4美元，涨幅为1.48%。受此影

响，昨日国内黄金期货几乎全线收涨。现货

金银亦反弹。

莫非“中国大妈”神奇的购买力又奇迹

般托起了金价的底部？ 然而市场毕竟是严肃

的，容不得过度的娱乐化炒作。事实证明，尽

管金市出现了富有戏剧性的变化， 却与近日

被媒体神话了的“中国大妈”没有丝毫关系。

大妈与金融大鳄的黄金大战， 恐怕仍属于娱

人娱己的肥皂剧情节。

“昨天很晚一个记者打电话，说想跟风

做一篇《华尔街大亨斗不过中国大妈》。我说

千万不要把严肃的金融问题娱乐化。” 实际

上，张炳南的微博也代表了很多市场专业人

士的心声。

有媒体认为，“黄金多空大战，中国大妈

完胜华尔街大鳄” 之类臆想杜撰出来的新

闻，完全是哪儿都不挨哪儿的事。某些“自媒

体”的想像力固然可嘉，但充其量只能是在

网络上自娱自乐一下而已。

在投机市场，尤其在学术界，有关黄金

是不是货币、能否保值、能否抵抗通胀之类

的争论，从来都不绝于耳，也很难说谁对谁

错。简单讲，黄金无法定价及黄金本身无法

生息之类的世界级难题，相信过去、现在和

将来都很难找到公允的答案。

专家指出，中国内地目前没有黄金的定

价权，

A

股中的黄金股和上海金交所的行情，

每每必须要看国际金价走势的眼色，而从未

走出过独立的个性行情。且美国的黄金是在

投机和炒卖，中国大妈们的抢金行为，至多

只能算是消费和收藏。至于说所谓的“多空

大战”在何处开火？只能是在网络和某些人

的冥想之中。

陈旭 综合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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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2日和15日，美系基金联手在金融

市场集中做空黄金后，再没出手，任由亚洲

盘主导了两周市场，但当时不出手不代表今

后不出手；数百吨黄金的主力买家，怕不是

最普通的邻居大妈。” 中国黄金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张炳南在微博上表示。

“‘中国大妈’用的是大刀和长矛，而高

盛用的是飞机和大炮，甚至是导弹等尖端投

资手段，两者是不对等的交易对手。”国泰君

安期货研究所研究总监陶金峰进行了生动

的比喻，“有媒体称， 中国大妈打败高盛，因

为近期黄金反弹较好，这很容易误导广大的

黄金投资者。”

记者查阅公开资料后发现，5月1日前后

各媒体报道的“中国消费者豪掷1000亿，狂

扫300吨实物黄金”数据尚无明确来源，其最

早可查出处便是《货币战争》编著者宋鸿兵

的微博。若该数据属实，则相当于2012年全

国(包含工业用金)总消费量的36%，首饰金

条用金的40.39%，或全国总产量的74.4%。

“我们认为300吨的销售数据有一定水

分，提出时需慎重。黄金需求因素非常复杂，

包含保值、首饰、工业、收藏等因素，很难确

定该数据的真实性。”5月2日，南华期货研究

所金属部高级总监曹扬慧表示。

此外，当人们津津乐道黄金保值属性的同

时， 往往也忽略了黄金首饰与现货黄金的区

别。“且不论购买黄金首饰的需求对期货的影

响，每克高达数十元的加工费已将金融市场的

现货和消费者购买的黄金首饰区别开来。首饰

不适合交易，也并非真的保值升值，不能混为

一谈。”我的有色网总经理邱绪奎表示。

有港媒认为，表面上看，大妈们个体性

的抢金需求，不约而同地变成了群体性的一

致行动，但推究其实质，却与之前抢盐、抢奶

粉等其他类似的抢购事件没有多大差别。

改革开放初期， 因为长期严格管制的

物价一朝放开， 日用生活必需品小到食盐

和火柴，大到电冰箱等，都曾出现过匪夷所

思的大抢购。“人们像昏了头一样， 见东西

就买， 既抢购保值商品， 也抢购基本消费

品，连滞销的也不放过”。这些带引号的描

述，是当时新华社一名记者的亲历见闻。

数十年来， 抢购一直保持着历久而弥

新的时代特征， 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财富

的增加，每一次抢购的标的都在不断翻新。

分析人士指出，与其认为黄金大抢购

表现了中国投资者的实力，毋宁说是因房

地产受调控、股市萎靡不振，普通投资者

缺乏安全感并迫切需要新投资渠道。实际

上，只要是有通货膨胀的预期，普通百姓

总是希望手中的货币能有一个投资从而

实现保值、增值的目的，只是这一次更集

中地体现在了购买黄金上面而已。从这一

点出发，中国大妈买金的多寡，唯一依据

的就是自身的货币实力和对黄金的喜爱，

她们怎么可能会有与华尔街大鳄一决雌

雄的心情和兴趣？

在媒体的热炒声中，5月1日纽约期金的

走势来得有些出人意料———当天市场交投最

活跃的6月黄金期价收于每盎司1446.2美元，

而自从“有中国大妈在，金价就不会跌”的声

音冒出以来， 很多媒体也开始第一次严肃地

看待整件事情。 一时间，“中国大妈神话破

灭”之声又起。

然而这样的反省才刚刚开始， 金市又戏

剧性地出现快速反弹，不过，这一变化却并非

出自亚洲市场神奇的购买力。

就在2日，欧洲央行召开例行货币政策会

议， 决定将欧元区主导利率调降25个基点至

0.5%的历史新低。市场分析师认为，由于欧洲

央行调降主导利率， 加之美联储宣布维持现

有量化宽松货币政策， 市场的通货膨胀预期

增强，导致打压了美元走弱，并凸显出黄金作

为贵金属的避险属性，利好金价反弹收高。而

这才是金市大幅波动背后真正的原因。

市场 大幅波动背后另有推手

动机 抢购表象下潜藏投资冲动

专家 大刀怎能成大炮对手

严肃问题娱乐化 黄金多空大战纯属臆想

黄金多空大战“愚乐版”

愚乐之一：

“狂扫

300

吨实物黄金”数据无明确来源，

若该数据属实，相当于

2012

年全国总产量的

74.4%

；

愚乐之二：

“中国大妈”用的是大刀和长矛，而高盛

用的是飞机和大炮，两者是不对等的交易对手；

愚乐之三：

中国内地目前没有黄金的定价权，且从

未走出过独立的个性行情，所谓“多空大战”只在冥想中。

本报资料图片

中国大妈

华尔街大鳄

VS

银监会：银行不得新增

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规模

银监会近日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

款等热点问题接受记者采访。 在谈及地

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时， 银监会相关负

责人指出，2013年银监会将要求各银行

法人不得新增平台贷款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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