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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8日-19日，四川名医、四川省中医药信息
学会痹症专委会携手成都风湿医院汇集四川大学
华西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四川
省人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川
北医学院附属医院、四川省第二中医医院、成都中
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绵阳市
中医院等北京、广州、四川多家三甲医院风湿免疫
科、中医科、康复科（原）专家将齐聚一堂，在二环路
西二段121号（成都风湿医院一楼）开展疑难风湿病
大型义诊活动。

一般人都认为风湿病就是关节炎，这是不正确
的，其实“风湿”并不是指一种病，风湿是以骨、关节、
肌肉、韧带、滑囊、筋膜疼痛为主要表现的一大类疾病
的总称，包括腰椎病、颈椎病、肩周炎、椎间盘病变、腰
背部及下肢疼痛、关节炎、痛风、类风湿、强直性脊柱
炎等疾病，若有不明原因的发热、关节痛、肌痛、肌无
力、皮疹、口眼干燥、口腔溃疡、手指遇冷变白变紫都
提示风湿病的可能，应到正规医院风湿科就诊。京广
川三甲风湿专家联合大型义诊活动面向全省征集疑
难风湿病患者，为确保诊疗质量，义诊两日每日限200
人，目前报名火热。如有脖子僵硬、肩酸背痛、关节不
便等症状以及痛风、类风湿、骨关节炎、强直性脊柱
炎、颈腰肩腿痛、红斑狼疮、干燥综合征、滑膜炎等风
湿病的市民，需要会诊的风湿病患者请提前拨打四川
名医健康热线028-69982575预约参与。

近日，记者从成都市人才中心获悉，从上个月开始，
档案托管在成都市人才中心的流动人才，已经可以实现
在线办理档案转出，而无需再到现场奔波。

据成都市人才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从2017年1月
起，档案托管在成都市人才中心的流动人才，符合一定
条件的，可以在成都人才公共服务平台（http：//s.rc114.
com）申请档案在线转出。

具体需要符合哪些条件才可以在线办理档案转出？
首先，接收档案的机构是根据国家规定具有档案保

管权限的机构。
第二，档案转递途径是通过机要交通转递（接收）。
此外，人才中心集体户人员、单位集中代管人员、管

理其党组织关系人员，按规定需要提前办理并经确认已
经办结相关手续。

记者了解到，今年1月6日，市人才中心成功办理了
第一个网上档案转出的申请。当事人宁欣于1月4日提交
申请，经审核通过后档案即于1月9日通过机要交通寄往
市内一家国企。在获知企业已与机要局核实并确认接收
档案后，宁欣十分惊喜：“在线办理太方便了！”

市人才中心该负责人告诉记者，以往，档案转出只
能现场办理。跨区域转递人事档案按现有政策和通行规
则，需要先到转入机构获取“调档函”，再持调档函和身
份证到原存档机构登记办理档案转出手续，“如果是省
际转出，时间成本、人力成本对于当事人来说都有较大
压力。”

而在线办理则方便许多。昨日，记者登录成都人才公
共服务平台，其服务选项中有“档案转出”选项。点击后，
先填写档案转出网络申请表提交，然后根据平台提示上
传相关资料。工作人员会在网上对资料进行审核，并于一
个工作日内办结。整个业务办理不收取费用。

成都商报记者 王垚

正月初五下午，泸州16岁少年何明洋和哥哥姐姐在
泸州市江阳区分水正董允坝观光游玩，并租了一辆自行
车三人共骑。途经一处下坡时，何明洋几人的车撞在了路
边护栏上，何明洋左手大拇指当场被撞断。在医院花了3
万多元后，何明洋手指才被接上，但大拇指只剩下了一个
指节。

何明洋称，自己租的车前轮有问题，骑起来“一跳一
跳”的，怀疑车辆有故障。何明洋回忆称，几个人开始也
没有在意，后来走下坡路才发现“跳”得很厉害，且龙头
有点不受控制，最终才撞到了路边的护栏上。

车行老板许连玉则表示车辆并无问题，前后刹车也
正常，因此自己没有责任。“租车时专门看了身份证，几
个都超过了16岁。”他还表示，车租出去后自己并没有跟
着一起走，租车者怎么骑自己并不知道，因此小伙伤情
应由自己负责。目前，此事还在协商之中。

对此，四川杰可律师事务所律师冯骏表示，此事中
如果查证自行车本身有机械的缺损，诸如刹车失灵或机
械失灵的情况下，出租方就应承担大部分的责任。基于
监护责任，何明洋的监护人父母也应承担一部分责任。

冯骏建议，何家人可向公安机关求助就此事做一个
简单的备案，同时也可以向当地的消费者协会做一个投
诉。如果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的话，何家人可向法院提起
诉讼追究出租方的责任。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陶洁表示，如果确认租车方存在
过错或车辆存在问题，那么老板将在事件中承担一部分
责任，具体以法院法官认定为准。同时，此事与小伙自身
和父母监护也有很大关系，因此小伙父母也应承担责
任。 成都商报记者 蒲康林

程先生展示的公告上表示，有需要可咨
询一位蒲姓工作人员，并留下了电话，记者
注意到，这个电话和小区内摆放的新的车辆
识别系统上咨询电话一致。记者电话联系上
对方，他自称姓蒲并表示，“我是安心点软件
的技术人员，负责系统的运转和维护。”

据了解，该软件由广东安尔发智能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开发。“软件是我们公司
研发的，用户的数据不会出现泄漏的情

况。”蒲先生介绍，业主的个人信息只有物
管方面掌握，“每个小区的系统电脑上有
加密，我们公司的后台是看不到的。”他透
露，此前有小区的电脑硬盘坏了，“整个小
区业主的车牌信息都是重新授权的。”

至于新系统的费用，他表示作为技术人
员并不了解。不过，软件开发公司官网上去
年3月的一则新闻透露，该公司在成都等地
设立了运营子公司，“全国几百个社区安装

了安尔发免费提供的智慧车闸升级系统”；
同年4月，该公司对全国中小企业股转系统
业务部发出的年报问询函的回复中表示：

“对小区的物业车闸，公司免费为之提供。”
有业主表示，如果从方便业主的角度，

现在能自动识别车牌的道闸系统已非常普
遍，根本不需要业主拿手机点一下才能进
出。现在物业强行业主使用该APP，有强迫
推销之嫌。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摄影 陶轲

小区停车必须装个APP
业主不满：没征求意见 怕信息泄露

■芙华·金色海伦小
区的业主停车必须装个
APP，而使用APP须提交
个人信息

■业主抱怨：没征求
自己同意，担心个人信息
是否存在泄漏的风险

■软件方：“软件是我
们公司研发的，用户的数
据不会出现泄漏的情况”

■律师：“使用收费
系统若涉及到业主个人
隐私信息，应征得业主的
同意”

物业引入需搜集个人信息的手机软
件，是否要与业主协商？四川蓉信律师事
务所陈小虎律师认为，更新车辆识别系统
是否需得到业主的同意，具体可以看物业
服务合同中的相关约定，没有约定的要看
具体情况。如果是更换新系统，而这个系
统还需要业主的一些个人信息，应该得到
业委会或业主大会的同意。“物业公司没
有权利强制要求业主接受这个服务。”

北京盈科（成都）律师事务所寇翼律
师认为，“使用收费系统若涉及到业主个
人隐私信息，应征得业主的同意。”他表
示，在物管服务过程中，业主对其不合理、
不合法的行为有权向业委会提出建议，要
求业委会进行监督，“必要时，业委会也可
以更换其他物管公司。”

去年11月中旬，芙华·金色
海伦小区物管发布了一则公告：
使用手机APP确认出入小区停
车场。公告发布后，有工作人员
表示，当年12月即开始使用。使
用这款手机软件需要提交电话、
行驶证以及单元门牌号等个人
信息，在进出小区停车场时打开
软件点击开闸或者锁闸的选项。

“一纸公告，也没有征得我
们业主的意见。”业主程先生（化
名）抱怨道。另一方面，他和其他
一些业主也担心，自己的个人信
息是否存在泄漏的风险？

程先生是芙华·金色海伦小区的业
主，他告诉记者，去年11月中旬，物管方面
表示要使用一款名为“安心点”的手机软
件确认进出小区停车场。程先生向成都商
报记者展示了一张盖有物管公司章的公
告，公告中表示，每天在软件中点击“开
闸”，24小时内出场时，电脑将识别手机所

绑定的车牌，系统将自动开杆。
程先生打开手机上的这款软件，记者

注意到软件中有“开闸”“关闸”的功能，此
外还有售卖服务，产品包括锁、行车记录
仪、车辆美容等。“当时我把车辆的行驶证
拿到物管那里，物管给我做了登记。”而除
了行驶证，“这款软件还需要我提交手机

号、门牌号等信息。”
“以前都是刷卡进出停车场的，现在必

须在手机上安装这个软件才行。”程先生也
有些不满：“物业公司推行这个系统，没有
征得我们业主的意见。”另一方面，对于这
个搜集了自己诸多个人信息的软件，他也
担心有信息泄露的风险。

“去年11月发的公告，大概12月开始实
行的。”在物管办公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
记者，小区有800多个车位，目前已有600多
位业主下载安装了软件。“车位没有停满，
有一些车主可能还没来得及归来办理。”

她表示，由于小区此前的车辆识别系
统总是出问题，“经常有业主来向我们反
映。”而这家停车系统软件公司前来推广
时，在安装费用上有一定优惠，物管方面
遂决定采用该公司的方案。

“这是物业公司正常的管理，不用经过
小区业主的同意。”物管公司另一位工作人
员表示。同时，他称，物管没有搜集业主的
核心信息。“业主的信息是通过物管的电脑
录入，软件公司接触不到。”

一纸公告推停车新系统 搜集个人信息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调查发现，“天价
司法鉴定费”背后是因此前的收费办法
自去年5月废止后，全川司法鉴定收费在
制度层面，仍处于真空状态。

事情起于一起民事诉讼。王万琼介
绍，她代理的一起案子中，当事人贺某作
为被告，被指为一笔3000万债权担保，现
原告要求其承担担保责任。而贺某表示

从未签署过这一3000万债权的担保合
同，自己的签名、指纹还有公司的印章都
被仿冒了。

由于认为该案件涉嫌私刻企业印
章、虚假诉讼等行为，当事人贺某随即
向审理此案的成都中院申请，请求法
院对担保合同中自己的签名、指纹和
两枚印章进行司法鉴定。随后，该鉴定
事宜被委托给了四川求实司法鉴定
所。王万琼表示，“直到鉴定所方面给
出最后的鉴定价格我才发现，包括签
名、指纹和两枚印章在内的四个普通
鉴定，总费用竟高达17.28万元。这真的

让我大吃一惊！”
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求实司

法鉴定所负责具体办理此鉴定的工作
人员刘先生表示，此前根据法院委托，
他们确实给对方报了一个17.28万元的
价格，“主要是鉴定标的有点高，达到了
3000万。”

刘先生介绍，17.28万元这一收费标
准，源于此前国家发改委、司法部颁发的

《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刘先生同时
表示，这个《司法鉴定收费管理办法》确
实已经于去年5月1日起废止了，“由于四
川新的标准还没有出台，我们也只能参

照原来的标准执行。”对此，王万琼也表
示，由于旧的办法已经废止，新的规定尚
未出炉，“四川司法鉴定收费在制度层
面，处于真空状态。”

省司法鉴定协会方面则表示，由于
四川的管理规定尚未出台，而司法鉴定
工作又不可能不开展，“我们现在的指导
意见是要么继续沿用此前已被废止的办
法，要么当事人和鉴定机构自行协商，以
合同的方式解决。目前省发改委正在对
这一问题进行调研，但收费规定何时出
炉，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档案转出可以在线办理啦
成都市人才中心开通“互联网+”档案公共服务

京广川三甲风湿专家
联合大型义诊报名火热
四川名医健康热线：028-69982575

成都商报记者8日从市林业和园
林管理局获悉，目前我市大多数区域
的红梅已经进入盛花期，正是赏梅的
好季节。尤其是去年末、今年初我市新
栽梅花 2100 多株，一不小心，您就能
看到身边有新的梅花景致。

据市林园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随
着城市园林绿化增量提质及“花重锦
官城——成都市增花添彩”项目的推
进，市区公园、道路、绿地在见缝植绿
的同时，中心城区新种植梅花 2100
余株。现在已经进入赏梅的最佳时节，
新增的望江楼公园、科华南路等点位
成为赏梅观花的又一好去处。

据市林园局的统计，市植物园、百
花潭公园、望江楼公园、人民公园等园
区的红梅已经进入盛花期，观赏指数
为III级。岁寒园（府河武都路段）、醉
梅园（青羊正街与百花潭路交汇处）、
科华南路（与府城大道交汇处）、天府
大道、锦悦西路等道路绿地上的红梅
也已盛放，市民可留意观赏。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物管回应 系正常管理 不用小区业主同意

软件方 软件公司接触不到信息 不用担心泄露

主城区新增红梅2100余株 现下已到盛花期

做个司法鉴定 竟要价17万多？
目前我省的司法鉴定收费在制度层面仍处于真空状态

游玩租赁自行车撞断拇指
责任谁来担？

记者从最高检获悉，四川日前有1名厅级干部因涉
嫌受贿犯罪被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日前，经四川省人民
检察院指定管辖，绵阳市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中国联通
四川分公司原党组书记、总经理杨惠恒（正厅级）以涉
嫌受贿罪立案侦查并采取强制措施。案件侦查工作正
在进行中。 （新华社）

四川1名厅级干部被检察机关查办

一起案件需对签名、指
纹和两枚印章进行司法鉴
定，一打听，光鉴定费即需17
余万。因觉得鉴定机构“漫天
要价”，成都律师王万琼在个
人微博上公开了此事，“天价
司法鉴定费”由此引发关注。

芙华·金色海伦小区业主对需使用手机APP确认出入小区停车场有些不满

该APP的使用页面

涉及业主的隐私信息
要业主或业委会同意

律师解读

科华南路沿线盛开的红梅 市林园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