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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公安推出居民身份证
异地受理新政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市公
安局获悉，即日起，全市公安办证中心
推出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新政，范围
扩展至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
实现跨省异地办证“全覆盖、全对接”。

从2015年3月起，成都市相继启
动了除宁夏、西藏、新疆、广西、内蒙古
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外的全国其他26
个省市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工作。目
前成都市制证系统升级完成，已具备
制作少数民族地区双语版居民身份证
条件。即日起，成都市居民身份证异地
受理范围扩展至全国所有省、自治区、
直辖市，实现跨省异地办证“全覆盖、
全对接”。

此项新政的推出，标志着成都公
安全面落实公安部居民身份证异地办
证、挂失申报、丢失招领“三项制度”。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董晋升

今明两日气温突破30℃

昨日，成都阳光接管天空，夜间少
云无雨，辐射降温明显，最低温在今日
清晨，仅15℃。今明两日阳光继续，最
高气温可达到31℃。明天傍晚天气转
折，届时阵雨或雷雨潜入夜，个别地方
中到大雨，雷雨时伴有短时阵性大风。
待到周日白天，雨水渐歇，阳光将再度
登场。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新出台的司法鉴定项目和收费标
准明确，涉及财产案件的司法鉴定收费
不再按标的额收取。”这是11日下午，成
都商报记者从省司法厅新闻通气会上获
悉的信息。与此同时，成都也开始试点司
法鉴定机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此前
备受媒体关注的司法鉴定“二次准入”问
题，也由此得到解决。

新标准出台
取消按标的额收取

去年 5 月 1 日，司法部《司法鉴定收
费管理办法》废止后，全川司法鉴定收费
标准即处于空白状态。期间，成都律师王
万琼因一起案件需对签名、指纹和两枚
印章进行鉴定，鉴定机构给出了17余万
这一报价。此事被媒体聚焦后，司法鉴定
机构收费问题，引发公众关注。

不过，随着《四川省司法鉴定项目和
收费标准》出炉，司法鉴定收费真空问题
已得到解决。相关标准将于 5 月 15 日正
式执行，有效期 5 年。标准对 130 余项司
法鉴定项目收费一一予以明确。和此前
司法部标准相比，新标准最大不同之处
在于，取消了涉财类案件司法鉴定按标
的额分段累计收取这一规定。

以此前媒体关注的天价鉴定费为
例，由于该鉴定背后争议标的达 3000
万，17 余万鉴定费由此而来。而即将施
行的新标准中明确，司法鉴定中物证类
文书鉴定和痕迹鉴定中的手印鉴定，涉
及财产案件的司法鉴定收费，鉴定标的
额不超过 10 万元的，按标准计件收费。
超过10万部分，则由委托双方协商确定
收费标准。

对此，省司法厅司法鉴定管理处相
关负责人表示，自国家将司法鉴定收费
标准下放至地方后，以各地目前出台的
标准来看，有地方仍在实行按标的额分
段累计收取。有的地方则直接予以取消，

“考虑到标的额不同，鉴定所承受的压力
和法律风险确实也不同。在废除分段累
计后，我们允许双方自由协商。”

成都试点
建立“负面清单”制度

仍以“天价鉴定费”事件为例，除按
标的额分段累计收费备受质疑外，司法

鉴定机构的“二次准入”也受到质疑。所
谓“二次准入”指的是现实中，除司法行
政部门对司法鉴定机构的相关鉴定资质
进行审核批准外，部分司法机关又另行
设定一个司法鉴定机构目录。对此，有人
甚至质疑称，容易产生权力寻租。为解决
这一问题，目前成都市中院、成都市司法
局已开始试点“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根据该制度，成都市中院各审判执
行部门决定进行法医类、物证类、声像资
料类、环境损害等鉴定的，由该案主审法
官组织双方当事人在《国家司法鉴定人
和司法鉴定机构名册》中协商确定鉴定
机构。协商不成的，移送本院负责对外委
托鉴定工作的部门确定，随机范围原则
上应当按照属地原则（鉴定机构住所地
在成都市）和方便当事人原则产生，但在

“负面清单”范围内的司法鉴定机构相应
鉴定项目除外。

对此，司法厅司法鉴定管理处相关
负责人表示，这意味着法院不再另行设
定司法鉴定机构目录，“除被纳入负面清
单的鉴定机构外，只要是司法机关确认
的鉴定机构，当事双方均可协商委托。只
有在双方协商不成情况下，法院才会本
着方便当事人原则进行随机确定。”据了
解，自“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实施以来，成
都已有一家司法鉴定机构进入清单，被
成都市中院暂停委托鉴定。

加强行业管理
四家鉴定机构被处理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加强对司法鉴
定行业管理，四川省司法厅、四川省司法
鉴定协会还建立起了诚信执业星级评价
机制。该评价机制通过量化分值的方式，
对全川所有司法机构进行星级评定。该
评定结果将面向社会公开，作为当事人
选择鉴定机构参考。诚信等级每年调整
一次。此外，司法厅还对近期处理的四起
司法鉴定违规行为进行了通报。

四起违规行为暴露出了部分司法鉴
定机构超能力范围开展鉴定活动，违规
设立分支机构等问题。对此，司法厅均
一一予以处理并要求整改。而对于此前
引发关注的“天价鉴定收费案”，涉案鉴
定人已被给予内部停止执业四个月这
一处理。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
育彩票全国联销“排
列3和排列5”第17124

期排列3直选中奖号码：081，全
国中奖注数1999注，单注奖金1040
元；排列5中奖号码：08187，全国中
奖注数26注，单注奖金10万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124期开奖结果：

015，单选 224 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
组选6，876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双色球”第2017054期
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9、02、
33、28、23、03，蓝色球号码：08。一
等奖2注，单注奖金10000000元。
二等奖 73 注，单注奖金 227292
元。下期一等奖奖池累计金额
746396522元。（以上信息以开奖现
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成都
今日 晴 16℃-31.5℃

南风1-2级
明日 晴 16.9℃-31.5℃

南风1-2级

今日
尾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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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四川省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出台

涉财类案件
不再按标的额收取

电子科大两男生
破解巧克力的秘密

巧克力在24℃时是固态，但将巧
克力升温至37℃时，它完全融化。然
而，当完全融化的巧克力从37℃降温
到24℃时却不能凝固，要继续降温到
10℃左右才凝固。这一现象到底是什
么原理？

日前，电子科技大学两名男生（现
在已经读研一），用巧克力和乒乓球设
计了一个简单的实验，破解了巧克力

“相变”中的“滞后现象”。而这一现象，
对于巧克力行业的生产来说影响不
小，不仅会影响巧克力的保存，还会影
响其口感。

事情要从2014年说起，当时，该校
应用物理专业的任瑞龙和逯群峰共同
参加2014年中国大学生物理学术竞
赛，在竞赛中遇到一道题丢了分，内容
是“巧克力相变中的滞后”。“当时我们
解这道题没有理论支持，仅仅只有实
验，因此只得了很低的分数。”任瑞龙
回忆，由于比赛的时间和场地限制，没
有太多时间研究，而且找不到理论支
撑。比赛结束后，他和逯群峰就开始着
手研究这一难题，“高难度和趣味性激
发了我们的斗志”。

他们的实验器材异常简单，仅用
了巧克力、乒乓球、恒温水浴箱等常见
器具。任瑞龙说：“一个月内，我们熬掉
了20多盒巧克力。这个实验看似简单，
却很耗时，几乎半天的时间才能出一
组数据。”

2015年3月，在指导老师的鼓励
和帮助下，他们开始着手撰写研究论
文。最终，论文在经历了40多遍修改
后出炉。2015年12月9日，论文在《欧
洲物理杂志》上发表。记者从川内高
校了解到，《欧洲物理杂志》是国际公
认的物理教学研究高水平期刊之一，
也是为数不多的被SCI收录的教学研
究高水平期刊之一。

成都商报记者 赵雨欣

5月11日14时48分，对黄佳
鑫的妈妈来说，是值得铭记一
生的时刻。她听到儿子手术即
将成功完成的消息，在手术室
外和身旁的工作人员紧紧拥
抱。

在10多个科室、100多个医
生的通力合作下，从10时56分
正式开始，到15时05分最终结
束，黄佳鑫第一期手术一共消
耗4个多小时。走出手术室，主
刀医生刘雁军长舒一口气：“非
常艰难！但非常顺利！”

取出的胃
容量达到2500毫升

昨日15时05分，刘雁军带
着喜悦和疲惫走出手术室，他
的手里推着一台医用推车，推
车上摆着的是一颗4斤多的胃，
在场的人们感叹：这也太大了！

“这是从黄佳鑫身上切下
来的，占原来胃的80%。”刘雁军
向成都商报记者介绍，这颗切
下来的胃大概4斤多，胃容量为
2500毫升，而正常人100%的胃
大概是1500~2000毫升。

“手术非常艰难，主要他太

胖了，我们以前最多只做过300
多斤的。”本次手术的“总指挥”、
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普外科主
任张抒向记者举例：“有一个环
节是向黄佳鑫的腹腔内灌二氧
化碳，普通人只需要30秒至1分
钟，而黄佳鑫花了15分钟。”

此外，黄佳鑫的腹壁厚度
超出预期，肝脏非常大，加上
为了防摔不能更换手术体位
等，使得手术的操作空间异常
狭小。种种因素，对整个医疗
团队和保障团队都是一次挑
战。张抒介绍，本次手术共涉
及10多个科室、100多个医生
通力合作。

“手术成功后，他的食量会
减少至原来的1/5至1/4。”刘雁
军介绍，手术后黄佳鑫胃壁上
的饥饿激素会减少，进食也会
随之减少，从而达到健康减肥
的目的。

治疗计划长达三年
妈妈想快点抱孙子

“手术完成后，黄佳鑫会被
送到ICU，顺利的话两三天就
能出来。”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
副院长程弓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黄佳鑫的后期治疗还很漫
长，医院计划让他在一年半的
时间内，减重到200余斤，随后
再进行第二期手术，包括腹腔
镜下的肠绕道手术和切除胆囊
等一系列治疗。三年后，等黄佳
鑫减肥成功，还要对其做拉皮
手术。

“整个治疗计划长达三年，
三年后的黄佳鑫将减至120多
斤的理想体重。”程弓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他相信黄佳鑫这个
小伙，相信他未来的人生道路
是非常光明的。“心里放松了，
不用再担心了。”手术室外，黄
佳鑫的双亲不时露出笑容。黄
佳鑫的妈妈希望孩子最终减到
150斤以下，早日像正常人一样
生活。“减完肥找个媳妇，我也
想快点抱孙子。”妈妈说。

成都商报记者 王拓

全国“首胖”减重手术
切掉80%的胃 重达4斤多

近日，攀枝花市园林处的专家
接到反映后，前往村里对古树进行
鉴定。据攀枝花市园林处的相关专
家介绍，经专家进一步鉴定，这棵
被当地人称为甜茶、甜叶子树的植
物名叫多穗石柯，属药食同源植
物，兼具茶、糖、药三种功能，以野
生形式零星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南
各省区的低山密林中。

经测算，仙山村的这棵多穗石
柯高 22 米左右，树冠直径约为 20
米，胸径为 2.88 米，树龄达到 380
年。攀枝花市园林处科研所高级工
程师黄荣介绍，截至目前，我国境
内尚未见到对多穗石柯古树的报
道。在仙山村生长的这棵多穗石
柯，可能是目前我国所发现的较为
古老的一棵多穗石柯。

据了解，多穗石柯嫩叶经浸泡
后有很高的甜味，因而被称为甜
茶。多穗石柯作为甜茶饮用历史久
远，古人多做清热解毒和安神降压
之用。近年来，科研机构经过对多
穗石柯产品成分检测发现，其甜味
来自根皮苷成分，含量达12.6%，归
属于黄酮化合物中的二氢查耳酮
类。中科院药物研究所实验发现根
皮苷可以很好的抑制肌体对糖分
的吸收，同时具有修复体内胰岛素
的功能。

“有关科研资料显示，多穗石
柯中黄酮类成分含量达 22.2%、多
酚类化合物含量 6.18%，具有很好
的降脂、抗肿瘤、抗氧化和抗过敏
功效。”攀枝花市园林处科研所的
工作人员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为了
更好地保护好这棵多穗石柯，园林
科研部门已经将它的枝条，分为了
300多个样本进行扦插，并采取气
雾育苗和水分子浸润育苗方式进
行繁殖实验。如果培育成功，将会
新增一种特有的生物资源，也可以
进行种植，帮助当地农民增收。

栾溪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专家鉴定，古树名为多穗石柯，树龄已有380年
或是中国目前所发现的一棵较为古老的多穗石柯

是糖是茶还是药

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百年
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古树

一棵古树一棵古树，，一段记忆中的乡愁一段记忆中的乡愁。。在在
攀枝花米易县草场乡仙山村有一棵古攀枝花米易县草场乡仙山村有一棵古
树树，，村里没人能够说清它是什么树村里没人能够说清它是什么树，，更更
不知道它有几百年树龄不知道它有几百年树龄。。但是但是，，村民称村民称
它为它为““神树神树”，”，因为它的叶子可以吃因为它的叶子可以吃、、可可
以泡茶以泡茶，，还见证着村子的变迁还见证着村子的变迁。。近日近日，，村村
民提出民提出，，希望相关部门前来鉴定希望相关部门前来鉴定，，并保并保
护古树护古树。。

经过攀枝花市园林处专家鉴定经过攀枝花市园林处专家鉴定，，此此
树名叫多穗石柯树名叫多穗石柯，，已经有已经有 380380 年的树年的树
龄龄，，是一种具有茶是一种具有茶、、糖糖、、药等功能的植药等功能的植
物物，，可能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较古老的可能是目前中国所发现的较古老的
一棵多穗石柯一棵多穗石柯。。目前目前，，园林部门已采取园林部门已采取
保护措施保护措施，，同时还采集了它的枝条进行同时还采集了它的枝条进行
扦插繁殖实验扦插繁殖实验，，留住村民的乡愁留住村民的乡愁。。

仙山村位于攀枝花市米易县草场乡西北
面，距县城30余公里，全村1000余人。今年65
岁的村民莫启洲说，在他的记忆中，村里就长着
这样一棵古树。村里的老人说，没人说得清这棵
树的来历，猜测已经活了几百年。

“这棵树的树叶尝起来是甜的，还可以
吃。”莫启洲摘下几片嫩叶子，放进嘴里开始咀
嚼，称味道不错。多位村民也表示，这的确是一
种可以吃的树叶，大家又称它为“甜叶子树”，
只要路过这个地方，便会随手摘下几片叶子嚼
食，有很好的解渴作用。“这样的吃法，也是世
代传下来的。”还有一些村民将树叶采摘下来，
炒成茶叶，用来平时饮用。

因此，全村人都保护着这棵古树，从未遭
到人为的破坏。据仙山村年长的村民介绍，小
时候，和村里的小伙伴一起在树下纳凉和玩
耍，古树也承载着他们儿时的记忆。随着时代
的变迁，村庄也慢慢地变了，唯一不变的是这
棵古树。“我们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树，希望
相关部门的专家能来鉴定，可以进行更好地
保护。”

村中古树：
树叶是甜的 还可用来泡茶

专家鉴定：
古树名为多穗石柯

古有曹冲称象
今有佳鑫过磅

这棵多穗
石柯胸径
为2.88米，
树龄达到
380年

5月10日，黄佳鑫在做训练 成都商报记者 刘海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