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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站自助售票机

四川新冠疫苗
日接种能力已达120万剂次
4月10-11日，由中华预防医
学会、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
同主办的2021全国疫苗与健康大
会在四川省成都市举行。
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
中华
预防医学会会长李斌在大会讲话
中指出，面对突如其来的严重疫
情，
我们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斗争重大战略成果。
疫苗是预防控
制新冠肺炎疫情的最有效手段，
是
最具成本效益的防控措施。截至4
月9日，
全国接种总量已经超过1.5

？

昨日记者体验，相关汽车站已整
改，现已有明显弹窗提示

此前，
乘客需花一元购买保险

最新
进展

默认选择“出行保障”
自助售票机“搭售”保险
看到多出来了3元钱的“出行保障”费用，这
个出行保障即为保险费用。
这个“出行保障”是何时选择的？是否
可以取消？随后，记者在自助售票机上重新
下单，发现在提交订单的界面，系统自动勾
选了“出行保障”这一选项，且并未弹出任
何 提 示 窗 口 询 问 是 否 需 要 购 买“ 出 行 保
障”。乘客需要自行点击取消“出行保障”这
一选项。
同样，
在茶店子客运站和成都东站汽车
客运站的自助售票机上都有相同的情况，
购
买车票时系统默认勾选
“出行保障”
，
并未有
任何弹窗提示以及询问，便为乘客多选择
了一份价格在1块钱至3块钱不等的保险。
成都东站汽车客运站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自助售票机由网络平台代理公司提供
的，
“乘客不需要出行保障可以自己取消。”

省交通运输厅：
要求增加购买保险提示页面选项
那么，自助售票机没有任何提示，搭售
保险的情况是否合规？
记者从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官方网站获
悉，2018年7月，四川印发了《四川省道路运
输企业信用管理办法》
（川交函〔2018〕18
号），
将客运站强制搭售保险纳入考核内容。
此外，记者从四川省交通运输厅道路
运输管理局官方网站获悉，对于自助售票
机购买车票搭售保险的情况，2019年，成都

市运管处整治汽车客运站搭售保险，召集
中心城区客运站、四川汽车票务网主要负
责人就规范代售保险行为，维护乘客合法
权益进行相关政策法规学习宣贯。会上，各
中心城区汽车客运站负责人就诚信经营达
成共识，首先，车站售票员要先征求乘客同
意后方能销售保险；其次，自助售票机全部
增加购买保险提示页面选项，显示保险金
额并由乘客自主选择是否购买。

亿剂次，
1亿多人接种了疫苗。
下一
步，
要按照“应接尽接、梯次推进、
突出重点、保障安全”的原则，有
力有序地推进疫苗接种工作。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
敬静在致辞中指出，四川省作为
人口大省，目前已设置新冠病毒
疫苗的接种点3500余个，每日接
种能力已经达到120万剂次，大规
模的接种工作也在加紧推进和准
备过程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章玲

成都多部门联动
集中整治高污染车辆

近日，有网友爆料称，在成都茶店子客运站购买车票时，
遭遇了被默认搭售保险的情况。
4 月 4 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实地走访了茶店子客
运站、成都东站汽车客运站和新南门汽车站，发现在人工柜台
上购买车票时并没有搭售保险的情况，但是在自助售票机上
购买车票时，却被默认选择购买出行保险。

在茶店子客运站，记者注意到，在人工
售票窗口前的注意事项中，明确写着“自愿
购买保险”。一名要前往都江堰的乘客在人
工售票窗口购票，
“17块钱。”柜台内工作人
员直接说出车票票面价格，并未询问乘客
是否要购买保险，也并未搭售保险。记者观
察了5个乘客购买车票时的状况，售票窗口
内的工作人员均是报的车票原价，并未提
及保险。
记者注意到，除了人工售票窗口以外，
汽车站都配备了多台自助售票机。
在新南门车站的自助售票机上，记者
试图购买一张票面价格为29元，从成都前
往蒲江的车票。按照售票机的指引，在选择
了目的地、刷身份证后、提交订单后，发现
需要付款32元。
在付款界面点击费用明细选项，记者

星期日

各汽车站自动售票机
不再自动勾选
“出行保障”

4月9日，记者再次来到新
南门汽车站，
在一台写着“团子
出行”的自动售票机上下单车
票，再次出现了系统自动勾选
“出行保障”的情况，且并未弹
出任何提示窗口询问是否需要
购买“出行保障”
。
于是，记者联系上新南门
汽车站值班站长，了解相关情
况。值班站长表示，
这款自助售
票机由倍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在车站设立，售票机由该公
司运营和管理。
“车站一直都要
求售卖保险之前要弹出提示
框，
需要经过乘客同意。
现在出
现这个情况可能是后台没有更
新。”随后，值班站长联系上倍
施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作
人员，反映售票机默认搭售保
险的情况，并表示：
“ 需要尽快
处理这件事，卖保险之前要直
观地弹出提示。
”
记者注意到，茶店子客运
站、成都东站汽车客运站都采
用了同款自动售票机。
成都东站汽车客运站客运
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对于
记者反馈的自助售票机默认搭
售保险的情况，车站方会立刻
核实。
“确实有默认搭售保险的
情况的话，我们会要求公司方
立即整改。要求在售卖保险前

必须要进行提示。
”
茶店 子 客 运 站 站 长 则 告
诉记者，如核实确有默认搭售
现象，会要求倍施特公司立即
整改。
随后，记者联系上倍施特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商务方
面的相关负责人。对于多个车
站的自助售票机出现默认勾
选 保 险 、没 有 弹 窗 提 示 的 情
况，该负责人表示，这可能是
版本更新导致的问题。
“ 有时
候 根 据 车 站 班 次 、线 路 的 调
整 ，售 票 机 也 会 进 行 版 本 更
新。
可能在更新的时候，
新的代
码、参数影响到了之前的参数，
出现系统回滚，导致出现默认
勾选保险的情况。我们的技术
人员会进行核实和排查，会按
照相关要求调试设备。
”
4月10日，记者再次来到新
南门汽车站、成都东站汽车客
运站等车站，使用自助售票机
购票。系统没有出现再自动勾
选“出行保障”的情况，而是在
提交订单之前增加了购买保
险提示页面，弹出弹窗：
“ 温馨
提示：请购买乘客意外险，出
行更安心。
”乘客可以选择同意
或放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彭惊

4月9日晚成都交警重拳出
击，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高污染车
辆各类交通违法行为集中统一整
治行动。
当晚，成都交警联合市生态
环境局、城管局等部门，
在全市进
出城道路设置尾气排放检测点及
交通违法查处点。
在检查过程中，
对尾气排放涉嫌超标车辆进行现
场测试，发现尾气超标车辆一律
现场处罚，
并要求限期整改。
对渣
土车、农用车等，
在道路上飘洒遗
漏、冲红灯、非法改装、超载等突
出交通违法行为进行严格查处。
并联合执法部门对在建工地进行
源头治理，要求进出工地渣土车
必须进行冲洗，
预防飘洒。
23时9分许，在南三环路四段
外侧辅道与天府大道北段交叉口
检 查 点 ，彭 某 驾 驶 车 牌 为 川 A·
A×××7重型自卸货车因实施
机动车载物行驶时遗洒、飘洒载
运物的违法行为被交警六分局执
法民警挡下。随后，民警按照《道
法》规定对驾驶员彭某的违法行
为处以罚款200元的处罚。

23时10分许，在南三环路四
段外侧辅导与天府大道北段交叉
口检查点，程某驾驶车牌为川A·
C×××3重型自卸货车因实施
机动车载物行驶时遗洒、飘洒载
运物的违法行为被执法民警挡
下。
随后，
民警按照《道法》规定对
驾驶员程某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
200元的处罚。
23时10分许，在南三环路辅
道蓝天立交与益州大桥段检查
点 ，蒋 某 驾 驶 车 牌 为 川 A·
CZ×××2重型自卸货车因实施
机动车载物行驶时遗洒、飘洒载
运物的违法行为被执法民警挡
下。
随后，
民警按照《道法》规定对
驾驶员蒋某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
200元的处罚。
据了解，
当晚，
成都交警在全
市进出城通道、主要干道设置固
定卡点和流动卡点49个，查处渣
土车、农用运输车飘洒遗漏41件、
超载7件、违法改装5件、冲信号3
件、违反禁令标志指示11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为彩灯大师办个展
他曾用3年时间研制出四方灯、走马灯等彩灯

熊文栋个人作品展现场

猜出来的谣言：

网传小区物业投蛙灭蚊
业主嫌蛙吵投毒灭蛙？
“业主反映小区蚊子多，
物业投放一窝青
蛙，
引来蛙叫扰民，
今夏种群更庞大了，
我的奇
葩邻居直接投毒到小区水池，蛙和鱼死了一
片。
”4月8日下午，
一则与武侯区朗基·天香小
区有关的消息在网上传播，
引发了广泛关注。
物业是否真的为了灭蚊向小区池塘投
放青蛙？小区业主是否因为蛙叫扰民而投
毒？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4月8日下午前
往事发小区，
试图还原事件真相。

现场探访：
只有死的鱼，没有青蛙“遇害”
网络流传的消息绘声绘色地描
述了青蛙遭“毒杀”的原因：蛙叫扰
民。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4月8日下午，记者来到成都市
武侯区的朗基·天香小区。记者看
到，小区水池中水已被抽干，
水池边
有几位业主还在讨论此事。
此前，记者在业主提供的视频
中看到，在水池中水还没有被抽干
的时候，有几条死鱼漂浮在水面上，
未见青蛙被毒死。
当记者到达小区时，现场看到
水池中还有没来得及清理完的死
鱼，并未见到青蛙的踪影。
有小区业
主告诉记者，
没有看到青蛙被毒死，
主要是水池里的鱼遭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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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 文 栋 出 生 于 1944 年 8 月 ，
1983年于西南师大美术系进修结
业，
师承国画大师苏葆桢先生，
专
攻中国画。
1986年开始，熊文栋接受自
贡灯会任务，研制、设计、制作工
艺彩灯。在近3年时间里，他先后
研制了四方灯、六方灯、八方灯、
园 灯 、方 灯 、壁 灯 及 走 马 灯（动
灯），还有木制雕花宫灯、磨砂玻
璃宫灯，
后又设计了荷花灯、孔雀
灯、金鱼灯（动灯）。
自1989年起，
熊文栋先后随自
贡灯展团赴北京、上海、南京、广
州、香港等城市进行灯展40余次，
到泰国、
新加坡、
韩国等地展出。
1989年10月，熊文栋应美国
檀香山中华总会馆邀请以及国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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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侨办委派，
作为“中国彩灯艺术
大师”赴美国夏威夷讲学，为期1
个月，
讲授中国彩灯艺术，
教授传
统制灯技艺。

曾登上央视
现场教授大家绘制彩灯

自贡彩灯专家、自贡市智库
策划院院长曹念这样评价熊文
栋：
他是自贡最早一批彩灯美工，
经过数十载坚持不懈地努力探索
与追求，最终成为自贡彩灯工艺
灯翘楚，同时也成为中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彩灯项目传承人。
熊文栋的儿子熊彪介绍，
父亲
早年艰苦求学，
经历了许多磨难。
他
将学到的美术知识运用到自贡彩
灯艺术设计上，
并为之奋斗一生。
2019年2月19日晚，央视播出
2019年元宵晚会，自贡75岁非遗
传承人熊文栋登上舞台，为观众
展示自贡彩灯的魅力，并现场教
授大家如何绘制彩灯。
熊彪说，
其
实那个时候，父亲已经被查出患
有癌症，
身体虚弱。
鉴于他仍坚持
彩灯研发和传承，渴望推广传承
自贡彩灯，家人们没有把实情告
诉老人。
回到自贡，
老人仍坚持创
作和彩灯工艺研究，
直至病逝。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袁伟 摄影报道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090期开奖结果：678，直选：
19638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42094注，每注奖金173元。
（32311227.5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090期开奖结果：
67841，
一等奖
46注，
每注奖金10万元。
（343018952.1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1039期全国销售392788008元。开奖号
码：04 12 14 21 35 02+11，一等奖7注，单注奖金1000万
元，追加4注,单注奖金800万元；二等奖94注，单注奖金200165
元，追加52注，单注奖金160132元；三等奖157注，单注奖金1
万元。
（909367812.5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6月9日)

福彩

事发小区水池已基本被抽干

在 小 区 内 ，记 者 询 问 水 池 是
否遭遇投毒，一位业主告诉记者，
“ 投 毒 ”的 并 非 是 业 主 而 是 物 业 ，
目的也不是为了毒死青蛙，而是为
了除水草。
但物业的做法还是让很多业主
心里产生了不满。
一位女业主告诉记
者，
4月7日下午物业委托相关人员来
小区池塘除水草，
倒了大半桶绿色的
除草剂在水池里。水池里的鱼都死
了，青蛙幸免于难。
小区居民告诉记
者，现在水池变得很臭，
物业这样做
也加大了水池的清洗难度。
“去年一

师从国画大师
曾研制出八方灯、孔雀灯等

体彩

投毒灭蛙？
实际是物业清理水池投了除草剂

年没有看到物业清洗过水池。
”
业主群内看到的相关内容，也认可
更让小区居民担心的是，
小区水 “目前根据现场查看，
暂未发现有投
池边一直是小朋友喜爱玩耍的地方， 毒现象”
。
现在水池被投了除草剂，
是否会引起
业主报警
空气质量变差，
对人体有所损害？
小区居民的说法部分得到了物
警方回应：
初步调查投毒系谣言
业的证实。
该小区物业公司朗基·天
香物业负责人陈经理告诉记者，他
业主小韩是4月8日下午在业主
们这两天确实在对水池进行定期清
群里看到别人发的图片和视频，
才知
扫，
投放了除草剂。
道池塘的事情。
小韩告诉记者，
这两
三年好像一直都有人投诉，
觉得青蛙
曾投蛙灭蚊？
太吵了，
所以小区业主一开始怀疑投
毒是为了杀青蛙。
至于青蛙是怎么来
物业说网传情况完全不属实
的，
是否为物业所投放，
小韩说他并
陈经理告诉记者，他们没有在
不太了解。
小区内投放过青蛙，网传情况完全
当天，
小韩报了警，
并和另一名
不属实。之前在小区居民因为青蛙
对水池里水进行取样的业主去了派
噪音扰民频繁投诉的时候，他们也
出所。
物业到派出所后，
带来了物业
没有采用药物消杀，而是人为拿桶
这两天使用的药剂硫酸铜。
“我问过
将青蛙抓出去放生。何况今年才4月
物业，
物业说他们除了硫酸铜，
别的
份，
还没到（蛙叫扰民的）时候。
没有使用，而且他们说物业的药剂
对于小区居民的质疑，陈经理
管理是非常严格的。”小韩说，水池
向记者说道，他们这两天确实在对
出现这种情况，他作为一名业主感
水池进行定期清扫，
投放了除草剂， 到很痛心，现在他们希望物业能够
这是因为水池中的水生植物长势不
为业主提供监控视频，看能否从中
好，加之现在换季水池中容易滋生
找到一些端倪，还有就是想拿到关
青苔，之前物业用打捞的方式清理
于水质的检测报告，
“但是目前还不
过几次效果甚微，才改用专门除青
知道能不能去做这个鉴定。”
苔的药进行清理。
“这种药剂对人体
4月8日，记者从警方了解到，经
是无害的，也是物业在小区经常使
警方初步调查，该小区水池内投毒
用的（一种），但是对于小动物不能
系谣言，实际是小区物业为正常清
保证完全无害。”陈经理告诉记者， 理水池内青苔等水草，投放药剂硫
其实水池里面鱼不多，
除了鱼之外， 酸铜。
目前，
相关情况警方还在进一
有一些蝌蚪死亡。
步调查中。
陈经理说，他们在业主群中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成序
布了温馨提示，
并作了解释。
记者在
图据受访者

4月10日上午，中国非物质文
化遗产彩灯项目传承人、彩灯艺
术大师熊文栋老人个人作品展在
自贡开展。展览旨在追思于2020
年4月逝世的熊文栋老人，唤起全
社会对非遗文化的关注。
作品展共展出熊文栋老人作
品69件，多数创作于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有人物、有山水，细节中
极具年代感和地方特色。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1090期开奖
结果：
137。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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