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多人都说想去西藏，很多同事也都没
去过。”倪先生说，借着公司周年庆，公司30
多人在3月15日这天从浙江出发，先到成都，
3月18日从成都启程奔往拉萨。他表示，玛莎
拉蒂是公司送给个人的，去年他们公司发放
了10辆玛莎拉蒂给老员工作为年终奖。

“开跑车去西藏并不心疼”

在成都，倪先生联系到做川藏线自驾游
的某户外俱乐部，规划路线并做了可行性报
告。“一路下来，路况还是不错，车子底盘并
没有磕坏。”倪先生回忆进藏路时说，有惊无
险，一些路段一边是悬崖一边是高山，他远
远地看到石头松动，一脚油门跑过去后，石
头就落下来了，后面的车过不了，直到道路
清障车过来，车队才正常通行。

“一路上我的车胎爆了3次。”昨日，倪先
生一行已到达了青海格尔木，他表示，车子在
巴塘附近，整个轮胎都飞出去了，只剩下轮
毂，前后100多公里都找不到人家，最后只有
给保险公司打电话，找来拖车才把车子拉去
维修。“气压高，容易爆胎，而且跑车轮胎扁
平，碰上石头就容易受伤”。在他的车队中，还
有一辆原价89万元的玛莎拉蒂油箱也坏了。

倪先生表示，目前车队还剩 6 辆车，其
他车因为爆胎以及人员出现感冒、肺气肿等
情况已开始返程了，但整个车队并没有出现
车辆报废的情况。“我的车修好后就准备往
回走了。”倪先生表示，空运的轮胎已到达，
车子已经进了修理厂。他说，开跑车去西藏
并不心疼，因为这些车子质量还可以，底盘
至今也没出现什么问题。

一年保险费高达10万元

豪车发生故障后，“当时法拉利的销售
建议我不要往里面开了，不然保险公司可
能会免责。”倪先生表示，当时感觉对方可
能是想推卸责任。因为车队那辆油箱坏了
的玛莎拉蒂所在保险公司表示会理赔，并
支付了拖车费用，“维修费用可能在两三万
元左右吧”。

“自己的法拉利投保的公司怎么赔付还
不清楚。”但他表示，当时买保险的时候并没
有说不能去 318 国道。据他透露，他所驾驶
的法拉利F12价值500多万，一年光保险费
就花费了10万元。

01版/02版 责编 张乃亮 尹曙光 编辑 何先菊 美编 吴卫 欧鹏 校对 田仲蓉 陈婕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要闻02
2016年4月4日
星期一

巴西里约奥运会室内排球20人裁判名单
近日公布，西南交通大学老师刘江入选。刘江
是西南交通大学体育部副部长、国际级裁判
员，曾担任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会裁判长，多
次参加过奥运会、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裁判员
工作，北京奥运会揭幕战也是他担任裁判的。

入选的多是国际重量级裁判

“本次奥运会排球裁判，是在指派的基础
上择优录取的。”刘江说，入选的多是国际知
名的重量级裁判，像俄罗斯的泽诺维奇和西
班牙的帕德隆，均执哨过北京、伦敦奥运会，
他个人也有北京奥运会、世界杯等诸多国际
赛事的执哨经历。

记者了解到，今年里约奥运会室内排球
裁判有20人，除巴西是唯一拥有两名裁判的

国家外，其他18名室内排球裁判，来自五大
洲的18个国家。

据介绍，国际排联注册裁判员有1200人，职
业裁判员2名。中国排协注册裁判员有302人，
国际级仅有15人，其中没有一个职业裁判员。作
为国内少有的国际级排球裁判员，入选并执哨
里约奥运会室内排球，刘江并不感到意外。

首个戴摄像头执哨的国际排球裁判

“鹰眼挑战系统等高科技元素的加入，是排
球国际赛事和国内比赛的一大显著不同。”有
着丰富国际、国内赛事执哨经历的刘江介绍，
他执哨2012年世界俱乐部锦标赛时，参与了
国际排联首次把高科技引入排球赛事的试验。

“当时的比赛，我戴了摄像头，成了排球
史上第一个戴摄像头的国际裁判员，”刘江告

诉记者，第一次在执哨中，把摄像头挂在头
上，刚开始感到有点不太适应，但后来他还是
努力克服了。他非常高兴做第一个尝试高科
技设备的排球裁判。

刘江认为，高水平的国际比赛，运动员技
战术高速发展，发球凶猛，球速快等因素，增
加了裁判的难度，并对裁判员的裁判方法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据了解，从2012年世界俱乐部锦标赛开
始，国际排联就将“鹰眼挑战系统”、“裁判员
耳麦”、“电子记录系统”等一系列高科技设备
运用于裁判员执裁中，协助裁判员判断。

刘江介绍，里约奥运会赛场上自然少不
了高科技，在高速摄像机的监督与配合下，更
加突出了裁判员准确判断和团队工作的重要
性，要求裁判员公正裁决，“是什么就吹什
么”。成都商报记者 张兴钊 实习生 沈彬彬

昨日，记者联系到法拉利车购
买保险的保险公司，客服人员表示，
倪先生的法拉利是去年 10 月的新
车，商业险中，车损险和三者险都是
齐全的。“3 月 30 日车子在那曲也出
现过故障。”一名客服人员表示，具
体赔付要根据查勘情况进行后续理
赔。不过，她提醒说，不建议去川藏
线，因为很容易对汽车底盘造成伤
害，而且发生事故后，可能会出现无
法赔付的情况，“这个要根据事故来
判断。”她介绍说。

不过，通过查看车辆保险，她表
示，车子并没有买轮胎的保险，车损
险里没有涵盖轮胎保险，所以车子爆
胎的情况，他们无法进行赔付。

农业部要求各地稳定菜价，成都
菜价咋样了？

外地冬瓜、莲花白涨得凶
本地莴笋价格回落

面对全国普遍的蔬菜价格上涨，
农业部近日要求，各地农业部门应及
早制定蔬菜生产防灾减灾的应急预
案，稳定市场价格。

成都菜价咋样？昨日，记者走访成
都多家较大型的农产品批发市场，据
批发商介绍，因属于外地菜，冬瓜、莲
花白的价格的确有所上涨，然而本地
的莴笋价格回落，没那么“贵族”了。

昨日，记者来到了成都农产品中
心批发市场、沙西农副产品批发市场
等成都市较大的蔬菜批发集中区域，
目前来看，此前一段时间的“贵族菜”
莴笋价格有所回落，不过相比去年批
发价几毛钱一斤来说，还处于较高位。
据沙西农副产品批发市场中一位经营
莴笋批发生意的店主告诉记者，最近
莴笋在跌价了，现在1.5元一斤，前一
段时间最贵，3.5元一斤。

在成都农产品中心批发市场，很
多店主说，最近涨得比较凶的是冬瓜
和莲花白，冬瓜3.5元一斤，如果是吊
瓜，没落地那种，批发价都要 4 元左
右。莲花白也是如此，批发价2.2元一
斤。据一名批发商介绍，冬瓜和莲白都
是外地来货，所以价格比较高。

据本月初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
监测数据结果，异常天气对本地蔬菜
生产影响较大。从调查了解的情况看，
近期成都市场上蔬菜以外地菜为主。

市农委物流与市场处一负责人表
示，今年春节期间菜价普遍上涨，目前
菜价已处于回落阶段，逐步回归正常。

至于涨价原因，该负责人认为是受
到了冰冻灾害的影响。此外也是价格周
期性变动使然，是正常的市场规律。对
于成都的蔬菜供应，他表示市场供给能
力充足。 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西南交大老师将执哨里约奥运会
他是排球史上首个使用“鹰眼”的国际裁判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到四川省汽
车维修专业委员会专家组组长罗开俊，
他提醒说，跑车显然不适合去川藏线，因
为法拉利这些车本来就是针对城市道路
路况设计，虽然川藏线的路况在近几年
有所改善，但弯道多而且急，很容易造成
事故。

罗开俊表示，跑车的底盘低，通过性
差，而且在这些地方出现故障，维修的技
术、工具、设备都无法达到要求，只能拖
车。此外，高原上空气稀薄，跑车的马力又
大，传感器灵敏度高，高原环境不具备它
发挥的条件，且容易损伤发动机。他提醒
说，川藏线对于豪车最大的伤害莫过于汽

油品质，由于汽油存放时间长，挥发严重，
很多胶质物会造成车子油路堵塞，并且跑
起来也没力。

经常跑川藏线的一些骑行俱乐部也表
示，自驾川藏线还是建议用越野车。据成都
梦想骑行俱乐部负责人李树和介绍，3月18
日这天，就有骑友看到二郎山一号驿站确
实有法拉利和玛莎拉蒂组成的车队经过，

“这么多年还是头一回看到，以前只看到过
50辆哈雷摩托出现在路上的盛况。”李树和
称，目前川藏线上有三段路在维修，此外川
藏线要翻越12座海拔超过4000米的高山，
这对车子的要求很高，因此不建议小车往
这里跑。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11辆法拉利和玛莎拉蒂自驾川藏线，把车险公司吓坏了！”最
近，这则来源于某户外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成了微信朋友圈的热门“谈
资”。这则消息称：川藏线可以说是中国最艰险的路段，但还真有人不
把川藏线看在眼里，开着1辆530万的法拉利和10辆玛莎拉蒂就上路
了，结果付出惨痛代价，几台玛莎拉蒂报废，而法拉利车主报车险公
司理赔后，把保险公司“吓坏”了……不少网友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
是“震惊”的，一些人更认为这是一队“豪华碰瓷团”，是去骗保的。

昨日，记者联系到了这一豪车车队中法拉利车主倪先生，还原
消息背后的真相。倪先生称，他们只是去旅行一下，一路上出现了
爆胎、油箱损坏等故障，但整个车队并没有出现车辆报废的情况。

法拉利车主：
一路上车胎爆了三次，
但没有车辆报废

豪华跑车开上川藏线 暗藏哪些风险？

11辆豪华跑车在川藏线上赚足了眼球，
一路风光的背后也没让保险公司少揪心。记
者从保险行业了解到，因为豪车出险概率
高、费用高，一些中小保险公司从经营情况
出发，甚至还会拒绝给豪车投保。

据成都市保险行业业内人士唐女士介
绍，针对豪车的保险产品和普通车没什么差
别，只不过豪车的保费相对要高一些，另外，
豪车车主可能享受不了折扣优惠，反而还会
多支付相应费用。

唐女士介绍，给豪车做保险，公司一般
要根据经营情况和自身实际来决定是否出
售保险产品，并且就风险进行核算，“毕竟豪
车一个零件就相当于普通车十个零件”。据

她了解，一些中小型保险公司，直接不会承
接豪车方面的保险业务。

西南财经大学保险学院丁少群教授介
绍，豪车价格高、保费也高，对于保险公司
还是很有“诱惑”，不过，豪车高出险率同
样也会让保险员不敢“接招”。丁少群说，
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给豪车出售车损险和商
业三者险等险种。此外，豪车的保额是有上
限的，“比如一辆价值 200 万的跑车，在报
保险的时候通常有 20%~30%的费用需要车
主自己出，保险公司不会全部承担。”丁少
群说，针对一些特殊型号、限量版的豪车，
保险公司也会直接提高保费，不少保险公
司甚至会直接拒保。

保险业内人士：豪车出险概率高、费用高 保险公司或拒保 汽车维修专家：跑车根据城市路况设计 不适合上川藏线

网传豪车车队上川藏线多车报废，本报采访车主求证

11辆豪车自驾川藏线
多车报废？这个倒没有
保险公司，真的有点怕

保险公司：
法拉利没买轮胎保险，
爆胎无法赔付

水星东大距、天琴座流星雨……

4月天宇
将上演4大天象

进入4月，随着天气转暖，天象剧
场也日渐升温。天文预报显示，4月天宇
将上演水星东大距、年度最小满月、天
琴座流星雨、三星伴月等4大天象景观。

首先登场的是 18 日的水星东大
距。“如果天气晴好，大气透明度好，在
此后几天日落后，有望在西方低空寻
觅到水星的靓丽身影。”中国天文学会
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史志成说。

继水星东大距之后，本年度最小
满月将于21日现身天宇。“所谓最小满
月是相对最大最圆月而言的。11月14
日将迎来年度最大最圆月。要想知道最
大满月比最小满月‘大’多少，可以用同
样的设备、同样的焦距参数及月亮同样
的地平坐标位置把这两次满月拍下来，
进行对比就知道了。”史志成说。

作为最具浪漫色彩的天象之一，
一年一度的天琴座流星雨将在 23 日

“扮靓”夜空。“与传统三大流星雨相
比，天琴座流星雨的流量虽不算大，但
亮流星多，且多火流星。但遗憾的是，
当日恰逢满月，强烈的月光干扰严重，
不大利于观测。”史志成提醒说。

作为 4 月天宇最值得期待的天
象，“三星伴月”将在25日闪亮登场。

史志成介绍说，当日22时30分左
右，农历十九的凸月会与火星、土星、
心宿二星齐聚东南方低空，竞放光芒。
届时，只要天气晴朗，公众就能欣赏到
这幕浪漫的“星月童话”。 （新华社）

车队行驶在川藏线

法拉利遭遇轮胎爆胎

把群众脱贫当自家事
把贫困户当自家人
紧接01版 以求真务实作风抓扶贫，
把群众脱贫当自家事、把贫困户当自
家人，实打实做好工作，把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的要求落到实处。

调研期间，刘云山在西昌、临沧分
别召开座谈会。会上，大家就贫困地区
班子配备、干部选派、基层党建工作等
交流经验。刘云山说，脱贫攻坚关键是
有一支素质过硬的干部队伍。要树立鲜
明的用人导向，用好干部工作指挥棒，
推动干部力量向贫困地区倾斜，注重在
扶贫实践中考察识别干部，选优配强党
政一把手，选派优秀干部到贫困地区工
作。要保持贫困地区领导班子特别是主
要负责同志稳定，保持各级扶贫工作队
伍稳定，确保脱贫攻坚接续推进、如期
完成。要完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考核
评价体系，提高减贫、民生、生态方面指
标权重，考准考实干部脱贫工作业绩，
对在脱贫工作第一线作出突出贡献的
干部要重用。要坚持抓党建促扶贫，加
强基层党组织带头人队伍建设，加大选
派驻村工作队和第一书记力度，扎实开
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使基层党组织
成为脱贫攻坚的战斗堡垒。要关心贫困
地区基层干部，帮助解决工作和生活中
的实际困难，帮助提升扶贫帮困的能
力，调动好他们带领群众奔小康的积极
性创造性。

刘云山在川期间，省委书记王东
明陪同调研并在座谈会上作汇报发
言。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省委副书
记刘国中等参加座谈会。

刘江（左）在赛场执法 图据西南交大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