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了飞机，轮椅没来

昨日昨日，，成都商报报道成都商报报道
了旅客刘雯了旅客刘雯22月月66日晚在成日晚在成
都双流国际机场的遭遇都双流国际机场的遭遇。。
当航班到达双流机场时当航班到达双流机场时，，
因为没有轮椅接机因为没有轮椅接机，，刘雯刘雯
不得不搀着半瘫的父亲走不得不搀着半瘫的父亲走
了了200200米才上摆渡车米才上摆渡车，，期间期间
遭到同车旅客责骂遭到同车旅客责骂。。

记者从成都双流国际记者从成都双流国际
机场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机场航空地面服务有限公
司司（（简称双流机场地服公简称双流机场地服公
司司））了解到了解到，，该公司昨日针该公司昨日针
对此事立即进行了调查对此事立即进行了调查，，
确认事件起因在于祥鹏航确认事件起因在于祥鹏航
空机组未及时通知机场空机组未及时通知机场
方方。。双流机场地服公司表双流机场地服公司表
示示，，为做好突发情况下的为做好突发情况下的
服务工作服务工作，，即日起将为双即日起将为双
流机场所有摆渡车和勤务流机场所有摆渡车和勤务
车装上折叠轮椅车装上折叠轮椅，，作为应作为应
急备用急备用。。

原因追溯
航班降落前机场未收到轮椅服务信息

昨日下午，双流机场地服公司安全
运行监察部经理陶进向记者出示了6日
晚的航班电报。这张由飞机起飞后传至
双流机场的电报代码显示，当事航班上
有两名无陪伴儿童、两名婴儿，并没有刘
成根作为轮椅旅客的相关信息。“机组在
降落前也没有通过塔台通知机场方，工
作人员临时去取轮椅，加之飞机又停在
远机位，所以旅客等待了十余分钟”陶
进说。

这一说法与7日晚祥鹏航空给记者
的回复一致。祥鹏航空称，“飞机到达成
都后，乘务组第一时间将航班三名特殊
旅客服务情况交接至双流机场地服人
员。”至于为何没能在降落前告知机场方
这一情况，记者昨日试图进一步向祥鹏
航空求证，但并未得到答复。

双流机场地服公司客运部经理黄
伟表示，由于春运期间班次密集，为了
让旅客能尽快提取行李，双流机场各
个服务环节争分夺秒，飞机到达后，搬
运工很快卸装了行李并运走，机下地
服人员没有渠道提取。经机场方确认，
双流机场并没有任何轮椅不能进停机
坪的相关规定。

建应急机制
摆渡车勤务车增设折叠轮椅

7日下午，机场方向刘雯电话表达了
歉意。刘雯在朋友圈里这样写道，“之前
问我的诉求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我想让
所有到机场的残障旅客都能方便出行，
不必再经历我父亲的遭遇。”

记者昨日了解到，为了避免再次
出现类似情况，昨日下午，双流机场的
摆渡车和勤务车已开始放上折叠轮
椅。“到本月底之前，机场所有摆渡车
和勤务车上，都将预放轮椅。一旦出现
特殊情况，信息未及时到位时，摆渡车
上有备份，能马上让有需求的旅客使
用。”黄伟介绍。

针对导致这次事件的信息衔接问
题，黄伟表示，今日下午，地服公司将召
集代理航空公司代表开现场会，“议题就
是特殊旅客的服务信息该怎样加强传
递，避免衔接不到位。”事件还将作为案
例分析，在客运部500多名员工做教育，

“我们曾做过体验式的培训课程，让员
工口不能言、耳不能听，换位体验特殊
旅客的需求。下一步我们还将让所有员
工体验足不能行的感受，让在双流机场
出行的每位特殊旅客体验到我们最真情
的服务。” 成都商报记者 钟茜妮

本月底前 双流机场摆渡车勤务车都将配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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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学还有一周左右时间，但李
洋（化名）还未想好，该如何面对新学
期的到来。

今年27岁的李洋是南充市西充
县一职业学校的老师。去年，他终于
拿到“事业编制”身份，按照当初官方
发布的招聘信息，他原本将成为“西
充县职业中学”的老师。不过，他最终
却进了一家名为张澜职业技术学校
的民办学校任职。

到学校上班后，李洋发现自己并
未享受到事业单位人员应有的待遇，
不仅如此，他还发现当初报考的“西
充职业中学”早就“名存实亡”了。成
都商报记者调查得知，与李洋经历类
似的还有当初同批报考“西充职业中
学”的另外10多名考生。

2月3日，西充县人社局在四川省
信访局官网的省长信箱对此做出回应
称，“其所反映问题基本属实，已致函
张澜职业技术学校严格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比照事业单位同类人员工资标
准以及相关待遇要求予以落实。”2月8
日，西充县人社局相关负责人对成都
商报记者表示，有关此事的具体情况
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一纸协议
“去了民办学校，
身份仍是事业编制”

2016年4月底，李洋在南充人事
考试网上看到了南充市《西充县2016
年上半年公开招聘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公告》，这位当了3年村官的大学毕
业生，决定报考“西充县职业学校某
专业教师”一职，李洋说是“为了一个
事业单位的编制，也为了能去学校当
老师。”

2月8日，成都商报记者登录南充
人事考试网，找到了这份招聘公告，其
中“西充县职业中学”在这次招聘中有
20个编制名额。2016年年6月，李洋参
加了统一组织的招聘考试。

李洋向成都商报记者回忆，在通
过笔试到西充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领取面试资料时，工作人员却
让他们签订一份协议，“大概意思
就是让我们以后自愿去西充县一
所民办的‘张澜职业技术学校’任
教。”李洋当时也有过疑惑，“但工
作人员解释说，签了协议，身份仍
是事业编制，待遇也一样，如果学
校垮了，他们（人社局）会帮忙安
排，所以也就没在意”。

4个月后，李洋进入张澜职业技
术学校入职，与他一同考入的另外10
多名考生中，除了4个人被分到和李
洋同一校区外，其余人被分配到其他
校区。不过，尽管李洋等人最终是到
民办学校上班，但签订的聘用合同仍
是“事业单位聘用合同书”，甲方是

“西充县职业中学”，其所有制性质一
栏也写着“全额事业”。

当头一棒
“在编”老师：
年终奖绩效奖都没有

到张澜职业技术学校上班几个
月后，李洋和同一批考试进该校任
教的老师渐渐发现，自己的待遇和
处境与事业编制教师不一致。

“2016年10月入职到今年1月，
一共发了3个月的工资（总共）7000
元出头，事业编制工作人员工资应
该是当地信用社来发，但我们都是
通过商业银行发工资。不仅如此，年
终的目标奖、绩效奖也没有。”李洋
说，自己虽然签的事业单位聘用合
同书，但待遇却完全和民办学校的
普通招聘来的老师无异。

之后，李洋无意之间发现了一份
2013年《关于西充县职业中学教职工
分流的请示》的文件以及各个部门的
批复称，该校教职工已经被妥善分
流。李洋瞬间觉得有一种“被坑”的感
觉，“”（怀疑）原来这个西充县职业中
学早就不存在了，现在只在县党校占
两间办公室，没有校园、没有学生、没
有老师，当初招考的这所学校其实根
本不存在或者说‘名存实亡’。”

“我们一周是二十几节课，一个
月工资才两千多，享受的待遇根本
不是事业编制的待遇。”李洋说，自
己也想过辞职，可是签订的合同服
务期是五年，辞职将面临交1万元违
约金。2016年底，李洋将自己和其他
老师的情况和诉求反映给了四川省
信访局官网的省长信箱。

官方说法
人社局：
已要求学校落实工资待遇

2017年2月3日，南充市西充县人
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局对此事作出回
复。回复中称，2016年12月28日，西充
县人社局会同西充县教体科局和四
川张澜职业技术学校对相关情况进
行了认真调查核实，其所反映问题基
本属实，已致函张澜职业技术学校严
格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比照事业单位
同类人员工资标准以及相关待遇要
求予以落实。2月8日，成都商报记者
就此事进展致电西充县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副局长樊泽元，对方表
示，目前正在对此事进行研究处理。

记者调查记者调查：：考生当初考生当初
报考的报考的““西充职业中学西充职业中学””实实
际上已经际上已经““名存实亡名存实亡””————
几年前几年前，，张澜职业教育集张澜职业教育集
团托管了该中学团托管了该中学，，但但20162016
年官方公招通告中年官方公招通告中，，仍以仍以

““西充县职业中学西充县职业中学””的名义的名义
招考招考

学校
被托管

20162016年年，，李洋终于拿李洋终于拿
到到““事业编制事业编制””身份身份。。按照按照
官方发布的招聘信息官方发布的招聘信息，，他他
通过考试当上了通过考试当上了““西充县西充县
职业中学职业中学””的老师的老师。。但到学但到学
校上班后校上班后，，李洋发现自己李洋发现自己
并未享受到事业单位人员并未享受到事业单位人员
应有的待遇应有的待遇。。

编制
没“兑现”

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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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报考的“西充职中”是否存在？
李洋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无意

中发现自己当初报考的“西充职业中学”实际上已
经“名存实亡”，该说法得到张澜职业教育集团人
事部主任冷延清的证实，“（西充职业中学）学校名
字还在，只是现在已经名存实亡了，没有招生了，
原来的老师都被分流到其他学校去了”。

冷延清解释说，几年前，张澜职业教育集团托
管了西充职业中学，还利用了西充职业中学原有
的一些教学资源，之后新办了张澜职业技术学校，
承担起西充当地的职业教育任务。

为何以“西充职中”名义招生？
既然“西充职业中学”已“名存实亡”，而官方

通告中为何仍以“西充县职业中学”的名义招考，
老师却被分到了民办学校任教？

记者称致电西充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
局长樊泽元，对方表示“在电话里不方便说，待（这
件事）研究处理了之后再说。”不过，张澜职业教育
集团人事部主任冷延清向记者表示，张澜职业学校
当初是由西充当地政府部门引进的，承担当地职业
教育任务，“当时他们（西充）答应给我们100个公办
教师的指标，但是给了指标，财政没有拨款，我们就
按照公办教师的待遇给招来的老师发工资。”

“在编”老师待遇为何低？
对于多名老师反映待遇太低一事。冷延清说，

“他们都是通过人社局通过正规招聘进来的，学校
会按照国家公办教师的待遇支付工资，这个是肯
定的，但是这批老师是去年10月份才来，还处于
试用期，工资比较低，工作绩效奖要等考核了之后
才有，确实有一部分钱还没发，这要等这学期开学
了后才发。” 成都商报记者 王超（受访者供图）

我遇到了
假公招？

考上了“编内教师”领到了“编外工资”

▶王永聪 退休干部
老小区安上了监控

60岁的王永聪是军队退休干部，在
晋阳社区红运西苑住了15年。红运西苑
是居住着700多户的大型小区。但长期以
来，物业没有配备安防设备，小区的安全
防范让他和邻居们非常担心。居民们集
中了一部分资金，却不够安装设备。

2012年，成都市印发《成都市城市
社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专项资金管
理使用办法》，在全国率先全面设立了
城市社区居民自治经费。公服资金可用
于社区基础设施维护和维修、社区和院
落环境治理等方面。去年，居民自治小
组按照公服资金使用流程，自发组织征
集了小区居民意见，并汇总成文，提交
社区项目评审委员会，最终自筹50%资
金便安装了监控，另一半为公服资金。

▶霍涛 店主
警察三天抓住了小偷

2016年6月，经营着一家咖啡厅的
霍涛差点破了一次财。“早上开门的员
工发现门有被撬过的痕迹，进来之后发
现收银台也被撬了。”经过清点，霍先生
发现收银台里的万把块钱和平板电脑
都失窃了。

报警不到十分钟，金牛区北巷子派
出所的民警就赶到了现场。霍先生回
忆，“当时情况并不是很乐观，因为灯光
不足，店里的监控没有拍到小偷的脸。

“没想到邓警官细细地看了几次监控，
终于看清楚小偷最后上了一台车。”经
过车牌追踪，3天之后邓警官就把小偷
带到了咖啡馆现场指认。

▶叶琴 职员
坐地铁省了几百元打车费

去年7月31日，成都地铁3号线正式
开通运营，线网“米字骨架”正式成型。
刚搬到红星桥新家的叶琴告诉记者，去
年3号线开通时她刚好在装修房子，“坐
3号线去选家具，节约了我好几百元打
车费！”叶琴说，因为不会开车，她曾经
一度拖延新房装修，3号线的开通终于
让她下定决心把装修提上了日程。叶女
士笑称：“3号线真的是一条‘装修线
路’！北边熊猫大道站有宜家和富森美，
南边又有太平园站。”

▶江季芳 退休人员
下楼就可看家庭医生

66岁的江季芳是一个被高血压、糖
尿病缠身十年的患者。一开始，江季芳
的就医之路算不上便捷，“我住在磨子
桥，以前拿药要坐两站公交车去七医
院，最主要的是还要排半天队。”前几年
腰受伤了之后，江季芳的出行变得更加
麻烦。“但是自从去年和社区医院签了
约，下个楼就可以看病。”

江季芳所说的“签约”，指的是去年
跳伞塔社区推出的家庭医生服务。一纸
约定，江季芳就有了自己的家庭医生曾
静和护士王春莲。除了和医院的距离更
近，她和医生的联系也更加紧密。“带我
去体检、教我怎么注射胰岛素，我身体
不舒服还可以在微信上面和医生及时
沟通。”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尹沁彤

摄影记者 王勤

听市民说说，
公共服务
带来了什么？

公共服务怎么样，市民的感受最真
切。那么，2016年，成都市民是否感受
到了公关服务带来的福利？昨日，5位市
民向成都商报记者讲述了自己的故事。

2月8日，华阳中学大门左侧的场地
上，正在进行激烈的女子曲棍球训练
赛。瑟瑟寒风中，女队员们身穿一件单
薄的训练服，却热得满脸通红（下图）。

校长祝长水兴致勃勃地在场边观
赛，“虽然是寒假期间，学生们还是坚持
训练”。“这是去年刚建好的曲棍球专用
草坪”，他回忆说，华阳中学2004年就成
立了全国中学第一支曲棍球队，为专业
队甚至国家队输送优秀队员，也拿到了
很多荣誉，还是冠军球队。但以前训练
场地条件很差，地面甚至还有炭渣。学
生们打球时一不小心就会擦伤手脚，看
着特别心疼。现在不仅有了专用草坪，
还一口气有了两块，一块6人制球场，一
块11人制球场，能满足不同的训练要
求，也呵护着学生们的兴趣爱好。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2014年以来，
天府新区投入50多亿元，用于60多个学
校的新建及改造，为市民提供更优质的
教育资源。2016年，天府新区在教育基础
设施建设上投入7个亿，建成民生幼儿园
8个、开工建设13个。天府七中、天府三
小等学校加快推进，预计今年投用。

▶祝长水 中学校长
曲棍球队有了专用草坪

昨日下午，双流机场的摆渡车已开始放上折叠轮椅

李洋签订的确实是事业单位合同

西充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