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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6日，有网民网络发帖称
“10月4日有学生家长许女士反
映，她的孩子路某甲在不知情的
情况下，在陕西省安康市汉滨区
的安康兴安医院‘被无病推上了
手术台’，并‘被逼借钱支付手术
费用’”，引起网民关注。

10月6日，安康市汉滨区成立
安康兴安医院有关问题调查处置
工作组，下设四个工作小组进驻
安康兴安医院，依法依规开展调
查处置工作。

10月7日，汉滨区安康兴安医
院有关问题调查处置工作组公布
调查处置结果。

网友发文：
女生被逼借钱
支付手术费用

据九派新闻报道，10月6日有
网友发文称，10月4日，陕西安康
一名未成年女学生路某甲浏览手
机时弹出安康兴安医院的医生咨
询窗口，路某甲刚好身体有点不
舒服便点开咨询，对方没有回答
路某甲的问题，多次要求路某甲
到安康兴安医院咨询。

文章称，路某甲来到医院，医
生在检查后将路某甲带到手术室
直接给其做手术。手术中途医生
停下让路某甲签手术同意书和费
用单等，路某甲感到不对劲要求
下手术台给家长打电话，医生进
行制止，让路某甲缴纳费用。

“学生路某甲将所有的1200
多元全部交了，医生说不够，赶快
给同学打电话借钱，联系几个同
学后没有借到，医生让学生路某
甲在花呗上借款。又让路某甲签
订一个欠款单，说手术结束后再
想办法补齐。”文章称，路某甲的
同学认为其遇到危险，电话告知
路某甲家长，家长随后赶到医院，
却发现该院的检查单中并无医生
所说的病症。

次日，家长带孩子在安康当地
一公立医院检查时发现，上述民营

医院检查单上的病症也不存在。
据网传的安康兴安医院10月

4日开具的超声医学影像报告单
显示，其中超声提示：右侧卵巢卵
泡样回声，考虑多囊卵巢盆腔积
液。该院的妇科手术知情同意书
上显示，路某甲的手术内容为宫
颈赘生物摘除。

而网传安康市中医医院10月
5日开具的超声医学影像报告单
则显示，子宫及双附件区声像图
未见明显异常。对此，家长认为孩
子无辜在宫颈上挨了一刀，身体
受到伤害。

当地通报：
医院停业整顿
责令院长辞职

该事件引起网民关注。10月6
日，安康市汉滨区成立安康兴安医
院有关问题调查处置工作组，下设
四个工作小组进驻安康兴安医院，
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处置工作。

10月7日，汉滨区安康兴安医
院有关问题调查处置工作组公布
调查处置结果。经查，2021年10月
4日中午，路某甲（17岁）在其同学
陪同下到安康兴安医院就诊，医
生操某某接诊、检查，诊断为宫颈
赘生物，路某甲在手术知情同意
书上签字后，操某某对其实施了
手术。不存在手术中签字、虚假手
术（在其他医院检查的部位与安
康兴安医院手术部位不是同一部
位）问题。

但在诊疗过程中，安康兴安
医院在没有监护人陪同、签字的
情况下对未成年人进行检查和手
术，存在管理不规范、告知不到
位、医风医德不端正等问题。目
前，已对安康兴安医院停业整
顿，停止主治医生操某某执业活
动，约谈并责令医院院长辞职，
责令医院严肃处理业务副院长、
科室主任和医生操某某。患者及
家属已与医院就纠纷自行沟通协
商一致。 据每日经济新闻

针对新能源车出行充电难题，蔚来汽车、小鹏
汽车、理想汽车的客服分别作出回应。蔚来汽车表
示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未来将会加大换电站的布
局；小鹏汽车提出其便携式充电枪可以进行慢充；
理想汽车建议长途出行选择加油模式。

怎 么 办

蔚来、小鹏、理想：
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

新华社酒泉10月7日电（李
国利 邓孟）神舟十三号船箭组合
体7日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期择
机实施发射。

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了解到，10月7日，神舟

十三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F
遥十三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
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
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
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
合测试等工作。

央视财经报道的这一现
象引发了广泛关注，新能源车
充电难问题在国庆期间再次
被放大。

不难想象，国庆假期期
间，部分区域如高速公路服务
站新能源车充电桩数量有限
而充电车辆过多，车主自然需
要长时间排队。再加上新能源
车充电时间相对较长，便导致
了车主花在等充电的时间比
开车时间还长的尴尬局面。

总体来说，我国新能源车
行业近年来发展迅速，充电桩
作为新能源车出行的必备设
备，也获得了较快发展。中国
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
联盟发布的2021年8月充电桩
运营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8
月，联盟内成员单位总计上报
公共类充电桩98.5万台，其中
直流充电桩39.9万台、交流充
电桩58.6万台、交直流一体充
电桩414台。全国充电基础设
施累计数量为210.5万台，同比
增加52.3%，车桩比例为3：1。

然而，我国充电桩数量看
似不少，却依然存在结构性问
题。由于之前在政策和补贴的
刺激下，部分充电桩企业为了
跑马圈地，选择将不少充电桩
建设在地段偏远、人流少的区
域，导致这部分充电桩实际利
用率偏低。而在人流密集的市
中区地段，限于地段场所有
限、租金等因素，这部分区域
充电桩实际数量偏少。

在国庆假期等出行高峰
期，新能源车集中上路，必然
会造成对于充电桩的需求大
增。然而，新能源车车主需要
花上几个小时充电，显然反映
出应对举措不足。

这对于各大新能源车车
企无疑是一个提醒：近年来发
展形势较好，产能增加，用户
在市场和政策共同推动下购
买热情提高，但要提高竞争优
势，新能源车车企不能只想着
多卖车获得营收，更要在提高
相应充电桩铺设率上同步推
进，避免用户买了车却难充电
的情况存在。

从推动新能源车行业长
远发展的角度来看，各地需要
进一步加快充电桩配套建设，
尤其是在市区、高速公路服务
站等重点区域。各地也应给予
政策支持，鼓励车企在重点区
域加大投入。除了充电桩数量
的增加，目前不同品牌车企充
电桩无法共用，未来有关部门
应倡导各大车企通过统一标
准，实现共用充电桩建设，从而
让充电桩的服务效能最大化。

除了充电桩的覆盖率外，
车企还要对充电桩的技术性能
加以持续升级。比如，有车企已
经研发成功可移动新能源车充
电桩，如果更多车企也能突破
这一功能，就可以让充电桩占
用土地面积更少、更灵活机动，
在应对车流高峰期的需求时发
挥更大作用。此外，在快速充电
技术上，也需要车企未来能拿
出更多技术成果。

国庆假期期间新能源车
遭遇充电难，提醒我国新能源
车行业的软硬件建设还需快速
同步。新能源车要跑得快、跑得
远，充电桩供给侧就要给力，如
此才能不断提升车主使用体验，
也让新能源车行业真正成为未
来机动车领域的支柱产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
评论员 毕舸

国庆假期新能源车出行
量大增，一同上路的还有车主
的“充电焦虑”。记者从国家电
网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国内
高速公路每日的充电量创下历
史新高，达到平时的近4倍。

10月3日，国网e充电累计
为湖南全省电动汽车充电
15668台次，其中高速公路充
电同比增长96%，有充电站出
现排队充电现象。为了迎接国
庆假期充电高峰，国网湖南电
动汽车公司对京港澳湖南段
18座服务区充电站进行引流。

根据国家电网的统计，10
月1日到3日，国家电网充换电

服务网络总充电量同比增长
59%，其中高速公路充电设施
充电量同比增长56.52%，城镇
充电设施日充电量同比增长
75.23%。从高速公路充电设施
单日充电量来看，10月1日高
速公路充电设施充电量达到
142.92万千瓦时，接近平时日
充电量的4倍，创历史新高。

国家电网表示，充电量
创新高的原因主要就是国内
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
长。截至九月底，国内新能源
汽车保有量678万辆，今年以
来新注册187万辆，已经是
2020年全年的近1.7倍。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创新高

国庆假期期
间，高速公路服务
区纯电动汽车排
队充电引发网友
热议。据央视财
经报道，10月1日，
一位从深圳回湖
南的新能源车车
主，在高速公路耒
阳服务区给车充
电时，花费了五个
多小时的时间，其
中单排队就排了4
个小时，期间不敢
喝水不敢上厕所。
原本八个多小时
的路程，最终花了
十六个小时。

有网友表示，
他跟朋友一起回
家，他都到家了，
朋友还在高速上
面排队充电；有车
主堵车却害怕没
电不敢吹空调；甚
至有车主为抢充
电桩大打出手。

针对新能源
车出行充电难题，
蔚来汽车、小鹏汽
车、理想汽车的客
服分别作出回应。
蔚来汽车表示暂
时没有更好办法，
未来将会加大换
电站的布局；小鹏
汽车提出其便携
式充电枪可以进
行慢充；理想汽车
建议长途出行选
择加油模式。

“充电难”，显
示出新能源汽车
保有量与充电桩
之间的矛盾依然
存在。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吴丹若
综合央视财经

今年的假期车流中，新
能源车也开始增多。除了拥
堵，不少新能源车车主也遭
遇了新烦恼。这两天，一位
新能源车车主，在路况不错
的情况下，依然遭遇了一场
拥堵，什么原因呢？

10月1日，一位从深圳回湖
南的新能源车车主，在耒阳服务
区给车充电时，花费了五个多小
时的时间。原本八个多小时的路
程，最终花了十六个小时。

“当时查了导航，不堵车了，
我才临时决定回家的，一路上也
走得比较通畅，到了耒阳服务区

时，必须得充点电了，结果到了
充电站，特别多的车在那里排
队。”这位车主表示，由于充电的
人太多，她还劝退了好几辆车，

“这四个小时里，我连洗手间都
不敢上，因为怕被插队。当时在
排队的车有二十几辆，我算了，
至少要排队三个小时以上，把我
后面好多车都劝退了。”

“排队四个小时，充电一
个小时，前后花了十六个小时
才到家。”这位新能源车车主
说，“有一个网友说，他跟朋友
一起回家，他都到家了，朋友
还在高速上面排队充电。”

因为啥 国庆假期高速公路日充电量
接近平时4倍，创历史新高

充电1小时排队4小时
8小时的路走了16小时

新能源汽车行业
软硬件建设还需快速同步

网传“无病女生被推上手术台”
陕西安康：不存在虚假手术，存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

神舟十三号近期择机发射
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山西遭遇强降雨
铁路中断、古城墙坍塌
上万人连夜转移

10月2日20时至7日8时，山西
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全省过程降水
量在15.4毫米至285.2毫米之间，其
中最大降水出现在临汾市大宁县；
全省117个县（市、区）中有18个县
（市、区）降水超过200毫米，有51个
县（市、区）降水在100毫米至200毫
米之间。山西省气象局于10月3日
启动暴雨四级应急响应。

6日，受连续降雨影响，在山
西晋中，南同蒲线祁县至东观之
间的昌源河大桥桥台被冲垮，枕
木悬空，影响行车。中国铁路太原
局巡检人员发现险情后，立即拦
停列车，800多名救援人员携带机
具赶赴现场，全面抢险。截至昨
日，南同蒲铁路双向中断行车导
致停运的旅客列车已增至10对。
太原局集团公司已在104个客运
车站增开改签、退票专口，做好旅
客车票退改签服务。

记者从山西省运城市水务局
获悉，受连日来降雨影响，汾河干流
涨水明显，到7日上午7时左右，近40
年来的最大洪峰进入运城市境内。
在受洪峰影响严重的新绛县，当地

干部群众和武警官兵一同在一线
24小时奋战，垒土筑坝应对洪峰。

同时，受连日降雨和上游来
水的影响，山西省乌马河清徐县、
祁县段5日发生多处决堤，当地组
织8个村庄约1.5万人连夜撤离到
安全地带。当地水利部门表示，正
在全力抢险救灾，对于险情险堤
正在加紧修固。

记者7日从山西省晋中市平遥
县委宣传部获悉，受近期强降雨影
响，平遥古城城墙发生局部坍塌，
城墙抢险修缮程序已对接启动。

目前，有关部门已及时清理
脱落地表的夯土、砖块，在城墙坍
塌段设置隔离围挡和警示标志，
对险情段墙体进行遮盖和应急处
理，防止发生二次坍塌，确保古城
居民和游客人身安全。

平遥城墙作为大型露天土质
文物建筑，连续强降雨是墙体安
全的最大威胁。受近期强降雨影
响，平遥古城城墙84号内墙于10
月5日6时30分发生局部坍塌，坍
塌长度约25米，未造成人员伤亡。

据新华社、央视新闻

记者从
山西省气象
局获悉，7
日10时，山
西省气象局
解除持续了
近 90个小
时的暴雨四
级 应 急 响
应，接下来
气象部门仍
将持续加强
气象监测，
密切跟踪灾
害性天气的
发生、发展。

▶平遥古城
城墙发生局
部坍塌

新
能
源
汽
车
充
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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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看

新华社乌鲁木齐10月7日电（记
者 赵戈 周晔） 10月7日17时42分，
飞往郑州的南航CZ570R航班从新
疆伊宁机场起飞，这是7日起飞的第
二架载有因疫情滞留伊犁哈萨克自
治州的疆外旅客的飞机，预计当天
还有两架次航班准备离伊。

记者从伊犁州党委宣传部获
悉，伊犁州疫情防控工作指挥部积
极研究制定因疫情滞留伊犁州的
疆外旅客安置返回方案，实施外省

旅客点对点转运工作，同时积极协
调民航、公路等部门，预计7日有
600名旅客乘机离伊。

伊犁州将继续协调加开更多
的航班，协调铁路部门逐步开通
车次，陆续安排滞留的疆外游客
有序离伊。只要是48小时内两次
核酸检测正常、14天之内无霍尔
果斯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62团
旅居史的疆外滞留旅客，可乘坐
飞机或自驾车辆离伊。同时，伊犁

州积极协调宾馆、酒店及民宿对
滞留旅客提供优质的服务，切实
解决滞留人员生活问题。

疫情发生后，国务院联防联
控机制第一时间派出专家指导组
赴伊犁指导疫情处置工作。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州、兵团第四
师和霍尔果斯市迅速响应、争分
夺秒，全力以赴开展疫情防控各
项工作，坚决把疫情影响控制在
最小范围。

因疫情滞留新疆伊犁的部分旅客昨起有序离开

据新华社厦门10月7日电（记者 颜之
宏 吴剑锋）厦门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指挥部7日宣布，自10月7日21时起，将现
有3个中风险地区和1个高风险地区调整
为低风险地区，实现全市中高风险地区“清
零”。此前，漳州、泉州、莆田已陆续宣布全
域转为低风险地区。随着7日21时厦门中
高风险地区“清零”，福建省本轮本土疫情
波及的四地将全部全域转为低风险地区。

福建四地实现全域“低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