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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助一站式结算好哇！以前看
病需要个人先垫付，出院后凭相关证件
和资料到申请医疗救助，来回跑，手续
麻烦，又不能及时领到救助，现在只要
带齐证件就可以实时结算救助金。

自成都重症呼吸病康复行动工程
启动以来，受到社会各界充分肯定。本
次活动将延至本月底结束，请还未申请
的朋友抓紧时间申请，同时为了减少救
助的手续和不必要的麻烦，行动组也优
化资源，合理安排，采取“一站式”救助。

据知名哮喘专家范秀斌主任介

绍，他在接诊中发现，哮喘、气管炎等
呼吸病难治愈、易反复，还会造成生命
危险，导致很多患者痛苦不已，因病致
穷。事实上，这类疾病经过规范治疗，
是完全可以控制的。众多重症哮喘、气
管炎、慢阻肺、老慢支、肺心病等患者
经过康复援助，获得社会广泛好评。

按照相关条件，重点救助对象、5
年以上严重呼吸道疾病患者、低收入
困难人群、建档立卡精准人群、因病致
贫救助对象和被确定的其他困难对象
等五类人群患有哮喘、气管炎等重症

呼吸道疾病患者，在定点医院就诊治
疗，办理手续时，可实现救助及时结
算，只需支付个人自付部分即可。

上述需要救助者就诊时可凭身份
证、低保证、特困人员救助证、儿童福利
证等和相关病历提出医疗救助申请，申
请通过予以救助，未报名者不予救助。

截止时间：1月31日，请抓紧时间
报名，报完为止。预约报名电话：
028-69982575

五类哮喘、气管炎、慢阻肺等咳喘患者
可申请“一站式”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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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机修空调冰箱13648023878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6188★85147988

二手货交换
●15902878988高收空调桌椅等

二手车买卖
●急购国3厢式货车13088071080

声明·公告
●吴丹身份证（23010319890418�
6623） 于2018年1月10日遗失，遗
失之日起非本人使用造成后果与
本人无关，特此登报声明。

●杨天蓉石人南路31号4栋3单元
19号公房证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契税:￥5050,维修基金:￥1564,
印花:￥5,登记费:￥80,国土工本
费:￥25, 本人李玉斌遗失阳光地
中海契税等办证费用收据金额
￥6724声明作废。

乌兹别克籍官员担任比赛监督
有悖国际足联“横向回避规则”

阎诚斌表示：“比赛监督由乌兹
别克籍官员担任，的确违背了国际
足联《比赛管理条例》之‘横向回避
规则’，中国队和乌兹别克队同在
U23的A组，两队存在竞争出线权的
关系，而U23作为亚足联旗下正式
（Official Tournament）的国际B级比
赛，是明确适用于这个条例。”

“中卡之战”跟乌兹别克斯坦队
与阿曼队的比赛是同时进行的，正
是因为中国队的输球，让乌兹别克
斯坦队小组出线，比赛监督为什么
要回避？阎诚斌称，因为“比赛监督
权力非常大，可以提醒当值裁判，也
可以在赛后的裁判评价中给裁判打
高分或是低分，就像国内全运会一
样，上海队的比赛同组是四川队，怎
么能让一个四川的比赛监督来监督
裁判？这样是不合适的。这个伊朗裁
判在亚洲是个金哨，是个老资格的
裁判员，但他也要为自己考虑，因为
执法的这场比赛会影响到他全年的
年终评定，对于监督他的人，肯定会
揣摸，他一揣摸，结果怎么样就不言
而喻了，而且伊朗籍裁判法哈尼还

是执法世界杯的裁判，万一这场比
赛吹得不好，乌兹别克的比赛监督
打个低分对他来说就得不偿失了，
如果换一个其他国家的比赛监督，
伊朗裁判也不会有这种揣测。”

赛前为何没有发现
比赛监督问题？

为什么在家门口进行的比赛，亚
足联如此安排，中国队方面无人对此
提出异议？刘殿秋在接受《成都商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我收到的只有6个
裁判的信息，没有收到比赛监督的信
息，拿到的有比赛监督信息的资料时
我们已经到球场了，比赛马上就要开
始了。比赛结束后中国队就向亚足联
就裁判判罚尺度问题进行了申诉，亚
足联会在2天后给出结果。”

裁判专家阎诚斌则有不同的看
法，他表示：“按理说中国足协很早
就应该知道，理论上是不应该出现
这个问题的，因为是赛会制比赛，比
赛监督会一下子过来六七个，亚足
联会提前分配好比赛监督对应的球
队，在中国队与阿曼队的第一场比
赛也是这个乌兹别克的比赛监督，
虽然那场比赛中国队赢球了，但中

国足协看到这个安排是可以提出质
疑的，但之前没异议，赛后再来说就
有点不妥了，而即使中国队申诉成
功，也改变不了比赛的结果。”

前天在比赛现场的《体坛周报》
记者马德兴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
专访时则回想起了四年前的一幕：

“这批95年龄段的球员在2014年缅
甸进行的U19亚青赛上，中国队和
越南队进行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
而日本队和韩国队则在另一个场地
同时进行比赛。两场比赛均事关小
组出线权，亚足联当时居然委派了
韩国裁判和日本裁判执法中国队与
越南队的比赛。由于越南队当时已
经被提前淘汰，而中国队和日本队、
韩国队竞争出线权，当时中国队发
现后就马上提出更换裁判，否则将
拒绝出场参加比赛，随后亚足联才
更换了裁判，中国队也维护了自己
的权益。令人费解的是，四年后的今
天，中国队在主场比赛，赛前一个小
时拿到比赛出场名单，而在这份出
场名单上清楚地写着比赛监督是来
自乌兹别克的阿卜杜拉耶夫，但是
很遗憾，中国队方面居然无人提出
异议，比赛也就这么开始了……”

成都商报记者 欧鹏

娃娃才出生
信息已泄漏？
成都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非法下载50万条婴儿信息层层转卖

小红莓乐队主唱
桃乐丝去世

据BBC、美国娱乐周刊报道，英国
时间1月15日，爱尔兰的小红莓乐队主
唱桃乐丝在伦敦一家酒店去世，年仅
46岁，死因尚未披露。小红莓乐队曾在
2011年来中国演出，而著名音乐人高
晓松去年9月还曾到桃乐丝的家乡探
望过她。“但她一直有点抑郁，见面最
后的时候感觉她也不是特别快乐，有
时候在强颜欢笑。”身在美国的高晓松
还向成都商报记者透露，自己第一时
间把桃乐丝去世的消息告诉了王菲。
毕竟，桃乐丝的音乐对王菲影响深远，
那首《梦中人》正是翻唱自桃乐丝的

《Dreams》。

爱尔兰国宝级艺人酒店去世
死因尚未披露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伦敦都
会区警察局表示，桃乐丝于当地时间
（1月15日）9时5分被发现在一家酒店
去逝。据桃乐丝的宣传人员林赛·霍姆
斯透露，桃乐丝的家人因她的死讯而
深受打击，他们希望在这段艰难的时
间里不被打扰，保留隐私。小红莓乐队
的吉他手Noel、贝斯手Michael和鼓手
Fergal发文表示，“对于好友Dolores过
世，我们感到相当沮丧、崩溃，她拥有
非凡的才华，而我们很荣幸自1989年
小红莓成军时，成为她生命中的一部
分。今天这个世界失去了一位真正的
艺术家。”字字句句透露出不舍、悲痛。
与此同时，作为与U2、恩雅（Enya）并
称“爱尔兰国宝级艺人”的乐队，爱尔
兰总统希金斯（Michael Higgins）发表
声明，表示对桃乐丝过世感到非常悲
痛，认为她和小红莓乐队，对于爱尔兰
还有世界摇滚音乐带来深远影响，她
的逝世对于爱尔兰音乐及艺术而言，
是莫大的损失。

小红莓乐队去年宣布展开巡演，
然而在巡演开始不久，就于5月宣告
中止，原因是桃乐丝健康出了问题。
官方网站当时表示，“由于背部问
题”，桃乐丝无法上台表演，乐队不得
不取消欧洲巡演让她休养。2017年7
月在中国的演出计划也因此取消。根
据小红莓乐队的社交媒体账号，她最
近的一次公开演出在去年12月。去年
11月，她为一部名为《安吉拉的圣诞
节》的短片录制了主题曲，并于12月
在爱尔兰电视台播放。

高晓松：
她一直有点抑郁，有时在强颜欢笑

而著名音乐人高晓松昨日在微博
上发文：“刚刚惊闻小红莓主唱Dolo-
res在伦敦去世！想不到去年Limerick
一别，终成永诀！怀念她凭虚御风的歌
声，遗世独立的风范。《晓说》曾长期用
她的Zombie做片头曲。向她致敬。”随
后，记者联系上高晓松，他透露去年9
月曾经到桃乐丝的家乡，爱尔兰利默
里克海边探望过她。高晓松告诉记者，
他在第一时间告诉了王菲桃乐丝去世
的消息。回忆起去年9月的会面，高晓
松说，那个时候桃乐丝背伤有了好转，
在回家养伤中，她精神还不错。“但她
一直有点抑郁，见面最后的时候感觉
她也不是特别快乐，有时候在强颜欢
笑。”高晓松透露道，桃乐丝也曾表示
她很喜欢中国，希望能到中国巡演，可
惜世事难料，最终还是失约了。“她对
中国的印象特别好，如果要用动物来
形容，她觉得像一只猫，中国人很柔顺
又神秘，而且性格也都很好。”

在高晓松看来，桃乐丝是欧美这
二三十年最有才华的女音乐人之一，
他原本计划请小红莓乐队、U2、皮尔
斯布鲁斯南等爱尔兰著名艺术家，做
一个超级大的爱尔兰国家演出。“当时
Dolores特别热情的支持，说一定会参
加，没想到终成永诀。”
成都商报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陈阳春

2017年以来
全省收缴公民信息数据

250亿条

在开展打击网络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违法犯罪专项行动中，四川省
公安机关网安部门严厉打击非法获
取、贩卖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违法
犯罪和利用公民个人信息从事违法
犯罪，重点打击利用黑客技术非法
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网络钓鱼、网络
盗窃、网络偷窥隐私、网络敲诈勒索
等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违法犯罪
活动。

从2017年至今，全省共立案侦
办网络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类案件
201件，抓获犯罪嫌疑人641人（其
中，行业“内鬼”源头121人），收缴各
类公民个人信息数据250余亿条。全
省共立案侦办黑客攻击破坏类案件
86件，抓获犯罪嫌疑人300人，查扣
用于黑客攻击破坏犯罪的服务器
300余台，缴获黑客工具1000余套。

同时，2017年以来，成都市公安
局网络安全保卫支队共侦破网络犯
罪案件249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48人，逮捕、起诉294人，其中公安
部督办案件15件，省厅督办案件5
件，全国扫黄打非办督办1件，省扫
黄打非办督办2件。

警方提醒，对于网站网站要注
意安全等级提升，加强短期内大额
交易审核力度，一旦发现异常要及
时报警对于网友一定要注意个人信
息安全，不在陌生网站上泄露重要
信息，避免财产损失。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杜玉全

U23亚洲杯中国队1比2不敌卡塔尔一战引发的话题还在持
续发酵，在本场比赛中，比赛监督居然由乌兹别克斯坦的官员担
任，昨日，成都商报记者采访了裁判专家阎诚斌与中国队领队刘
殿秋，他们对“中卡之战”判罚的问题进行了评论，阎诚斌指出，
中卡之战比赛监督由乌兹别克籍官员担任，显然违反了国际足
联《比赛管理条例》中的“横向回避规则”！

娃娃刚出生就不断接到奶粉、保险、拍母婴照的推销电话？
你是否想过，你的个人信息在孩子一出生就已经泄漏了呢？16
日，四川省公安厅网安总队发布消息，此前广元旺苍警方查获
了一起贩卖新生儿信息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成都商报记者
也在随后与当地警方取得联系，还原该案的完整链条。

据警方介绍，在成都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的嫌疑人徐
某，利用职务之便，从“妇幼信息某管理系统”中非法下载50余万
条婴儿消息，并在线下以0.1元至2元一条的价格进行售卖下家，
再层层转售。截至目前，该案抓获犯罪嫌疑人9人，查获各类公民
个人信息数据550万余条，涉及全国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警方经过工作，查清网民“天天”
真实姓名叫黄某，四川省内江市人，现
住成都市成华区。2017年11月1日21时
许，专案组奔赴成都将犯罪嫌疑人黄
某抓获归案，并在其使用的电脑、U盘
及手机内发现银行贷款、学生、车主、
新生婴儿、楼盘业主等公民个人信息
300余万条。黄某供述其所有的公民个
人信息都是从网上以0.1元至2元/条
的价格买入，再以0.5元至5元/条的价
格进行出售，非法获利20余万元。

随后，民警在对黄某使用的手
机及电脑进行电子物证勘验时，发
现其和另一犯罪嫌疑人张某有多次
买卖新生婴儿信息的记录。11月28
日，犯罪嫌疑人张某在成都市高新
区被抓获归案，经层层抽丝剥茧、深
挖源头，相继抓获了买卖新生婴儿
信息的犯罪嫌疑人王某甜、张某寒，
最终查明了贩卖新生婴儿信息的源
头——成都市某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工作人员徐某。

12月5日，民警将犯罪嫌疑人徐
某抓获归案，经审讯，徐某交代其掌
握成都市“妇幼信息某管理系统”市
级权限账号密码，其多次将2016年
至2017年的成都市新生婴儿信息及
预产信息导出后（共计50多万条），
为逃避打击，徐某通过线下交易方
式将新生婴儿信息进行出售。

警方介绍，先是给犯罪嫌疑人

张某寒，张某寒再加价卖给犯罪嫌
疑人王某甜，王某甜再将信息提供
给张某，由张某出售给犯罪嫌疑人
黄某，黄某再将新生婴儿信息加价
通过网络贩卖给其下家，最终此类
新生婴儿信息落入其他违法犯罪
人员手中，导致广大新生婴儿家庭
经常接到推销或诈骗电话。
高巍 胡林茂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2017年9月，旺苍县公安局网安
大队收到一封举报信，来信人称8月
份其妻子在成都某医院生产后，就
经常接到一些母婴拍照、购买奶粉、
新生儿出生保险等推销电话，甚至
还接到几次号称是人社部门报销生
产医疗费用的诈骗电话，一个月以
来他和家人不堪其扰。

回到旺苍后，他左思右想怀疑
自己和孩子的个人信息被买卖，所
以举报求助。

根据来信人提供的电话号码、
QQ等信息，旺苍县公安局网安大队
民警经过初查发现，2016年3月至
2017年11月，QQ网民“天天”先后向
20多位网民出售大量银行贷款信息、
学生信息、车主信息、新生婴儿信息、
楼盘业主信息等公民个人信息。

随即，当地警方将案情层层上报，
引起省厅、市局高度重视。随后，省厅指
定该案由广元市公安局管辖侦办，市
公安局责成旺苍县公安局立案侦查。

娃娃刚出生 推销电话就来了奇怪

嫌疑人网上售卖信息 非法获利20余万元调查

非法下载新生儿数据50余万条 遭层层出售内鬼

U23亚洲杯中卡之战的比赛监督
竟然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成都商报现场特别报道

“亚洲 之巅”

国足领队：拿到比赛监督信息时我们已经到球场了……
裁判专家：明显违规

主裁法哈尼的判罚引发中国队的不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