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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司机“擅长”急刹
却比男司机更靠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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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参事制度设计的
初衷为聘请来自工作一线
的非中共党员普通市民为
政府参事，以期获得最基
层、最真实民意，促进科学
决策。

根据此前市政府参事
室的介绍，市民参事任期3
年，由各区（市）县政府从基
层推荐人选后选定。市民参
事应是对成都社会经济、历
史和文化有研究且热爱成
都的非中共党员普通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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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一脚急刹车，简直把人吓
得心尖尖都在抖”，女司机备受诟病
的“驾车恶习”之二就是“擅长”急刹。

根据平安产险大数据，在驾驶过
程中急减速的概率，女司机的确比男
司机大得多，但除此之外，女司机行
车的驾驶习惯整体却依然好于男司
机。例如在急转弯、急加速、平均行车
速度和最大行车速度等方面，男司机
的“坏毛病”可是大大超出女司机的。

如果在路上看到一辆车出现了奇怪的动作——突然雨刮器摇起来了，或者突然变道走出
了一条华丽而诡异的行车路线，大部分人会条件反射般地在心里嘀咕：“这是个女司机吧……”

不知从何时起，“女司机”三个字已经变成了“马路杀手”的代名词，甚至有玩笑戏称“在马
路上快速辨别女司机”已经成了每一位驾驶员迫切需要掌握的生存技能。不过，今后如果您要
是再这么看女司机，可就不对了。3月8日当天，中国平安发布了一组大数据，为“背黑锅”已久的
女司机们洗去了多年的“冤屈”。大数据显示，女司机整体比男司机更靠谱，与男司机相比，女司
机恰恰是驾驶习惯更好、人员伤亡事故率低的“好司机”群体。

“背黑锅”多年，女司机被广大
人民群众诟病最多的就是“一不小
心就挂了碰了”。这一点，倒是并没
有冤枉女司机们。

根据平安产险发布的大数据，
从出险概率来看，男司机的出险率
是27%，女司机的出险率是32%，与

“大老爷们儿”相比，女司机出险的
概率略微偏高。但单单这一项数据
并不能说明男司机更靠谱，相反，女
司机虽然出险概率偏高，但整体上
却更加靠谱。

因为根据细分数据显示，平均
每次事故赔款，女司机比男司机低
9%；发生两车以上事故的概率，女
司机比男司机低6%；事故造成人员
伤亡的概率，女司机比男司机低
29%。平安产险相关人士表示，女司
机驾车出险多是小刮小蹭，10次事
故杀伤力相当于男司机的9次。

不管男女
驾车出门
多谨慎

平安产险相关
人士表示，相对男司
机，女司机驾驶时更
小心、更谨慎、更稳
健，行车速度也相对
更慢。而改变不良驾
驶习惯，不仅仅针对

“背黑锅”多年的女
司机，自认为更会开
车的男司机也同样
适用，平时加强驾驶
技术学习、牢记交通
法规，不超速、减少
急加速、急减速、急
转弯次数，更加谨慎
的开车才会更安全。

成都商报记者
田园

此外，以后看到开雷克萨斯和凯迪
拉克的美女，那得躲远一点。因为根据大
数据，开这两个品牌汽车的“白富美”也
是特别爱出险的人群。不仅如此，开奔
驰、奥迪和宝马的“白富美”们也是驾驶
习惯堪忧人群，急减速、急加速都是“拿
手绝活”。

女司机也分类
处女座女司机出险最多

驾驶习惯
女司机除了急刹车

整体驾驶习惯好于男司机

女司机 “马路杀手”

即便都是女司机，年龄不同、星座不
同、收入不同也让女司机群体差异巨大。根
据平安产险发布的大数据，与60年代和70
年代生人相比，85后、90后的年轻女司机最
粗心，超过一半都出过险，其中最喜欢的驾
车举动分别是急转弯、急减速、急加速。

星座方面，是谁说“处女座”的人追求完
美、事事细心的？大数据透露：恰恰处女座的
女司机是最不靠谱的！根据数据，出险频率
最多的星座，号称“追求完美、心细如发”的
处女座排第一；而豪放热情的狮子座驾车也
同样豪放热情，出险概率排第二。

华西医院温江院区
专家加号不受限制

上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官方宣
布，华西医院决定进一步完善对门诊
号源管理，所有专家不再进行加号。3
月7日，华西医院本部专家号全部实行
预约和现场挂号，不再进行专家的现
场加号，普通医生门诊不限制号源。

“温江院区的专家号和普通医生
门诊加号不受限制。”成都商报记者从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获悉，在温江院区
坐诊的专家中，包括不少知名的“大
咖”医生，平时门诊号非常难挂。比如
骨科李箭教授、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梁
传余教授。 成都商报记者 李惠

周日 奔跑中牵手“医女郎”

“医女郎”自1月19日启动评选以
来，经过10天的展示和投票，总共有
285位“医女郎”参与并收获了434127
个点赞。本次活动选出了各个医院人
气前5名的“医女郎”进行了大片拍摄，
并统一制作成台历。

本周日下午1时，由四川名医携手
雅颂居、高新区青春同路单身俱乐部
共同举办的“医女郎”第二场线下相亲
联谊会活动将以全新形式亮相，变身

“跑男版”的相亲活动。截至昨日记者
发稿时，报名的男嘉宾人数已爆棚，女
嘉宾还有部分名额，如果你也是一名
单身女医护工作者，想参与此次活动，
就赶紧联系我们报名吧！

报名通道：如果您是生活在成都的
单身女医护，也想参与此次活动，你可以
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报名：1、微信报名：添
加微信scmy100为好友，并附上“参加
医女郎活动”的信息；2、电话报名：您也
可以拨打报名热线028-86780845。

成都商报记者 张仑

9日，成都商报记者从陈满代理
律师王万琼处获悉，陈满及其家人商
议后，决定申请国家赔偿金966万余
元。该国家赔偿申请书预计将于下周
向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递交。

已 写 好 的 赔 偿 申 请 书 显 示 ，
9661332.92元国家赔偿由五个方面组
成，其中包括赔偿侵犯人身自由赔偿
金1853777.64元。赔偿申请人误工费
3707555.28元。赔偿医疗费、后续治疗
费10万元。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300
万元。赔偿23年申冤的费用支出计
100万元。

对于300万精神损害抚慰金，申请
书指出，《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

“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支付相应的
精神损害抚慰金”。陈满蒙冤入狱23

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脱离了正常
健康的社会，成日背负着故意杀人、
放火的罪名，受世人唾弃，被家人担
忧。因为这23年，陈满缺失了普通人拥
有的完整家庭，稳定事业，不能在双
亲膝下尽孝，饱尝了人生离别之苦。

赔偿申请书指出，《国家赔偿
法》还规定，赔偿请求人有请求赔偿
义务机关赔偿“因务工减少的收入”
权利。陈满被剥夺人身自由时，就已
经开办了一家装修公司并初具起
色，其工资水平远远超过普通职工。
因此，该笔赔偿以2015年最高法公
布的职工日均平均工资为基数，申
请人的误工费按照普通职工年均工
资的2倍计算。

此外，陈满在被关押期间，由于

长期劳作，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等疾
病，需要后续长期治疗，所以赔偿申
请人请求赔偿义务机关承担医疗费
及后续治疗费。100万申冤费用则包括
23年间，家人往返各地参加庭审，向相
关部门和相关人员递交申诉材料的
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误工费。本
案一、二审阶段聘请律师支出的律师
费。申请再审阶段律师为本案申诉、
调查取证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伙
食费。鉴定专家鉴定费。控告申诉材
料的打印、复印、邮寄费等。

除上述经济赔偿外，申请书同时
请求赔偿义务机关在央视、人民日
报、海南卫视等媒体，公开向陈满赔
礼道歉，消除影响。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昨日上午，成都机场成都飞乌鲁木齐CZ3693航班上遭遇一件
奇葩事。该航班的一位靠窗的乐山籍乘客误把安全门打开，导致航
班出现延误。事后该男子向乘务员解释此举“只是想在起飞前透透
气”。据成都机场相关负责人介绍，因为该飞机是波音737机型，安全
门在机翼附近，因此并没有滑梯，机场地服部门把安全门从外面关
上后，对该乘客进行取证、笔录、重新检查后才能放行，该航班总共
130多名乘客，延误了近40分钟。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成都

今日
尾号
限行4 9
今日 晴转阴 5℃-12℃

偏北风1～3级
明日 阴 6℃-14℃

偏北风1～3级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优或良
AQI指数：30～65

温馨提示：某些污染物可能
对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健康有较
弱影响，异常敏感人群减少户外
活动。
（据四川省气象台、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未来三天阴间多云
夜多小雨

春风携细雨，润了万物，慌了
行人的脚步。昨日的成都，迎来了
降雨。11时全市均温12℃，较前日
下降了4℃。淅淅沥沥的小雨一直
持续到夜里，最高气温停留在
14℃。今天白天成都无雨了，或有
花花太阳。11、12日白天也有太阳
相伴，最高气温15～16℃略回升。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
5”第16062期排列3直选
中奖号码：477，全国中

奖注数3813注，单注奖金1040元；
排列5中奖号码：47725，全国中奖
注数35注，单注奖金10万元。●中
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6027
期开奖结果：前区06 11 13 15
28，后区02 06，一等奖1注，每注奖
金10000000元，追加0注；单注奖金
0元。二等奖39注，每注奖金200386
元，追加7注，单注奖金120231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四 川 联 销“3D”第
2016062期开奖结果：

803，单选1216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
组选6，2766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七乐彩”第2016027期开奖结
果：基本号码：06、28、08、02、03、
07、09，特别号码：04。一等奖4
注，单注奖金331171元。二等奖
33注，单注奖金5734元。奖池累
计金额0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
证后的结果为准

出险概率
女司机比男司机略高

但杀伤力更小

百公里驾驶行为（次数）

蒙冤服刑23年
陈满拟申请国家赔偿966万元

乘客打开飞机安全门：只想透透气

制图 王雪

今年年初的成都市“两会”上，
“市民参事”一度成为广受关注的热
词。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强
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市民参事”制
度，提高政府决策科学化水平。

消息披露不到两个月，昨日成
都商报记者获悉，杨虎、石波和白锟3
名普通市民已经市政府常务会议通
过，被聘为市政府参事。今后，他们将
拥有参事的职责和权力，包括了解反
映社情民意、对政府工作进行监督提
出意见建议、对政府法规草案提出修
改建议等。

记者昨日专访首批获聘的市民
参事发现，他们中有律师、有作家、
也有外企经理。

在成都工作25年的律师 石波

曾受聘多个政府机构
做法律顾问

石波是1969年生人，但人看上
去比岁数年轻许多，清瘦、精神，谈
话时有着律师特有的严谨。

作为成都市聘任的首批市民参
事之一，石波是在成都工作近25年
的资深律师。近年，他先后受聘于
金牛区、高新区、天府新区、市国土
局、市交委、兴城集团、地铁公司等
政府机构或国企做法律顾问，积累
了大量关于土地事务、基础设施投
融资、城市规划、市政建设方面的法
律经验。律师身份之外的石波，还会
关注很多城市交通、市政建设方面
的民生问题。

而今，石波将承担更多的社会
责任。对于履职市民参事，石波说他
现在还没有一个感性的认识，还有
很多东西要去学习，但他会尽心尽
力完成职责使命。

知名作家 杨虎

曾经的下岗工人
熟悉最基层市民的生活

杨虎是土生土长的崇州人，更

是个有故事的人。从下岗工人到文
艺名家，从一名在街道工厂都算不
上优秀的工人，到现在成为市政府
聘任的政府参事，他走过了很多别
人没想过更没走过的路。

2000 年，杨虎年近 30 岁，刚刚
成家，而立之年迎来的却是下岗。那
段时间他生活艰辛，心境也困苦。

“要养家糊口，心里又放不下创作，
做过各种工作：油漆工、广告员……
有空的时候还在多看多写。”

2006年，杨虎的作品开始经常
出现在国家级、省级的文学期刊上，
他觉得自己终于在文学这条道上进
了门。之后，杨虎受聘于成都文联，
成为签约作家，作品也开始为更多
人熟知，长篇小说《生路》获得成都
第九届“五个一工程”奖，更多的文
学作品为世人熟知。2013年，杨虎作
为省作协推荐的唯一一位作家赴鲁
迅文学院学习，其创作能力受到各
方肯定。

对于成为市民参事，杨虎说他
觉得自己多了个机会。“我是土生土
长的崇州人，熟悉成都农村；曾是下
岗工人，熟悉最基层市民的生活，我
希望能把自己最真实的体验和想
法，传递给市政府决策者。”对于该
如何履职，杨虎说现在还在学习、起

步，但决心不负这个职责。

外企公司的海归博士 白锟

与成都地铁建设
有着不解之缘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白锟为
德国海瑞克（成都）隧道设备有限公
司总经理。而在海瑞克官网服务一
栏中“您的联系人”列出了白锟，并
显示其为博士。白锟是陕西西安人，
毕业于西安建筑科技大学，随后他
前往德国留学 4 年，在德加入海瑞
克公司，工作两年后回国。2007年，
海瑞克（成都）隧道设备有限公司在
成都经开区建成投产，白锟便与成
都地铁建设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2007年至2009年，8台海瑞
克盾构机为成都地铁1号线进行掘
进。在 2009 年和 2011 年，2 号线的
14个项目都使用了海瑞克盾构机。
后来的2号线东延线、现已开通的4
号线，在建设过程中，都有海瑞克盾
构机的身影。据其官网项目业绩一
栏介绍，海瑞克机器正热火朝天建
设成都25个地铁项目。

2015 年 9 月，他当选九三学社
成都市龙泉驿（经开区）支社委员。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严丹

建议

律师、作家、经理
成都市聘任首批3名市民参事

石波 杨虎 白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