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猪场内

生产百万只“毒餐盒”

成都商报讯

（

记者 邓成满

）数

名成都男子潜入南充山村，在废弃养

猪场内开办塑料厂，用废旧塑料生产

一次性快餐盒。3个月内，超过百万只

国家明令禁止的“毒餐盒”通过非法

渠道流向南充、成都、内江、达州等地

的批发市场，最终流入夜市烧烤摊和

小饭馆等处。昨日，成都商报从南充

市顺庆区法院获悉，因犯生产、销售

伪劣产品罪，陈某、郭某及他们聘请

的大学生技术员王某，被判处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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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犯优生选择权

医院赔产妇36.9万

成都商报讯

（

记者 王英占

）家住

南充的贺女士33岁才怀孕， 为确保胎

儿健康，多次赴医院进行产前检查，医

院均告诉她胎儿正常。但孩子出生后，

贺女士发现女儿左手前臂下段2/3先

天性肢体缺陷。 夫妇二人认为医院侵

犯其优生优育选择权， 将其告上法庭

索赔105万余元。日前，成都商报记者

获悉， 顺庆区法院认定该医院侵犯了

贺女士的优生选择权， 判令其担责

90%，赔36.9万余元。

开发商一房二卖

要还双倍购房款

成都商报讯

（

记者 王英占

）开发

商因贪图钱财，一房二卖。购房者罗女

士将开发商告上法庭， 请求双倍赔偿

购房款及其他损失。 成都商报记者近

日获悉， 南充市顺庆区法院判房产公

司返还购房款29万余元， 并赔偿罗女

士31万余元。

2008年4月17日，罗女士花了29万

余元购买了一套房屋。根据合约，开发

商应在同年12月30日前交房。 合同订

立后，罗女士按约付清了购房款，还缴

纳了1万多元的税款。但开发商迟迟未

向罗女士交房。2009年12月6日， 罗女

士在报纸上看到该开发商登载的公告

时， 才知道所购住房已被开发商卖给

他人。罗女士将开发商告上法院，请求

判令解除购房合同， 开发商返还购房

款及利息，赔偿误工费、交通费以及税

款，并支付赔偿金29万余元。

法院审理认为，开发商一房二卖，

购房者可请求返还已付购房款及利

息、赔偿损失，并可以请求出卖人承担

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任。

开发商在此案中存在欺诈行为， 应承

担不超过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

任， 法院最终酌定由其赔偿损失费29

万余元。

日前， 顺庆区法院判决解除该合

同，开发商返还购房款29万余元，并赔

偿其他费用31万余元。

一人被投诉 全科室扣奖金

多名医护人员反对“连坐”，但医院表示此规定有利于增强科室的团队精神

四川新念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新

年昨日表示， 彭山县人民医院的规定不

违法，但在合理性上有待商榷。被投诉的

人是极少数， 而积极努力工作的员工占

绝大多数，应采取更合理的管理方式。

绵阳师范学院社会学讲师蒋洪认为，

医院此举是典型的“连坐”，不合理，有以

罚代管的嫌疑。“这种做法将给医务工作

者带来更大的压力，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

零投诉并不代表着服务态度就很好。”蒋

洪建议，医院应用更人性化的方式实现奖

惩分明，不应让努力工作的人背负巨大的

压力，甚至与被投诉者一起被扣罚。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眉山新闻热线：

13679656000

别让努力工作的人

背负巨大压力

遂宁南坝机场

将迁建安居区

建成后具备开通民航客货运业务能力

成都商报讯

（

记者 刘奇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遂宁市安居区机场迁

建工程指挥部获悉，经过4年的筹划和

争取，日前，遂宁南坝机场迁建项目获

得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批复立项。

据了解， 南坝机场将迁建安居区

会龙镇接官厅村附近， 新机场仍为中

国民航飞行学院训练机场， 项目预计

占地3350余亩，计划2013年开工建设，

2015年底完工并交付使用。 新机场将

按通用机场打造，建成后，能起降高级

教练机并实现初、中、高一体化同场飞

行训练， 待条件成熟后可开通民航客

货运业务。

昨日， 安居区机场迁建工程指挥

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遂宁南坝机场

位于遂宁市创新工业园区， 属中国民

航飞行学院的一座2C级机场，由民航

飞行学院遂宁航空站使用管理。 主要

承担民航飞行学院广汉、绵阳、新津3

个分院8种机型的转场及驻站训练等

任务。 现有的南坝机场无法满足日益

增长的飞行训练的需要， 也制约着遂

宁市城区的发展， 影响城区居民的生

产、生活和安全。经遂宁市政府与中国

民航飞行学院共同协商， 双方决定对

遂宁老机场实施搬迁还建，2008年初，

共同启动机场迁建前期工作。

给巴达铁路让路

沙溪石窟将整体搬迁

为给巴（

中

）达（

州

）铁路让路，

位于巴中市巴州区兴文镇的县级文

物保护单位———沙溪石窟将整体搬

迁。昨日，巴中市文物局介绍，沙溪石

窟将搬迁至兴文镇双桥河村，预计年

底前动工。

沙溪石窟位于巴城东17公里的兴

文镇沙溪村五组邬家梁的山坡上，正

好处于建设中的巴（

中

）达

（州

）铁路

兴文货运站点上， 铁路专家曾经几次

勘察，但货运站点无法绕过这处文物，

只得实施整体搬迁。

巴中市文物局副研究员汪信龙

称， 沙溪石窟造像布列于长24.53米、

宽3.99米、 距地面0.39米的整块崖壁

上，坐西向东。现存造像17龛窟、191

尊。造像开凿于唐高宗时代，均为佛

教题材。1992年， 该石窟被公布为县

级文物保护单位，2011年被巴州区人

民政府公布巴州区第三批文物保护

单位。汪信龙说，专业技术人员将分

块切割，统一拼装，将17龛窟、191尊整

体“挪”走。

（汪信龙 汪俊）

成都商报讯

（

记者 罗敏）

昨日，

宜宾长宁县井江乡新政村12岁的何

龙独自撑起一个家的消息经成都商

报报道后，引起了广泛关注。多位成

都热心市民致电成都商报记者，希望

资助何龙。

自昨日上午开始， 记者不断接到

来自成都的电话，一位自称“胖姐”的

成都市民告诉记者， 她的娃娃和何龙

同年，她希望何龙有机会来成都，或她

带儿子到长宁井江何龙家， 帮助他补

习功课，并给予一定的经济援助。在成

都工作的自贡市富顺县人杨先生称，

他被何龙的顽强和坚定感动， 准备资

助何龙2000元现金。 成都某企业的董

先生称， 他所在的公司决定从现在开

始，每月资助何龙必要的生活费，直至

其年满18岁。

得知很多热心叔叔阿姨愿意帮助

自己，何龙既高兴又感动。他说，除了

奶奶的药费和两个人的生活开销，他

不会乱花一分钱。 长宁县委宣传部副

部长刘龙泉非常感谢社会各界对何龙

的关怀，他表示，长宁方面将管理好社

会捐款， 保证所有善款用于何龙及奶

奶的生活开支。

饭菜好不好吃

学校每天安排人先尝

“饭菜好不好吃？安不安全？我们

安排专人先品尝。”新学期开学以来，

乐山市加强了对各学校食堂、 小卖部

和周边摊点的卫生检查， 并且严格执

行食品试尝留样制度， 对所有菜品进

行试吃，确保学生就餐安全。

昨日中午11时30分， 在乐山市实

验小学，杨建英端着一份肉末土豆泥、

一份萝卜、一份菜汤，挨个品尝，并详

细记录。 杨建英是该校食堂的一名勤

杂工，同时也是一名试尝员。在每天午

餐前，她都要负责试尝食堂各种饭菜。

杨建英告诉成都商报记者， 试尝

中主要看菜新不新鲜， 有没有变质或

有异味，还包括品尝菜的味道如何。同

时，对每次试吃试尝都记载了试吃人、

试吃品种、试吃时间、试吃记录等。此

外， 杨建英还负责将每天的菜品留样

保存。

乐山市实验小学后勤处主任罗继

才介绍说，该校食堂供应2200多名学生

和100多名教职工的午餐， 食品安全不

可小视。 除了在采购源头上把好关，还

设置了3名试尝员对每天的菜品进行试

尝， 教职工的用餐时间在学生之前，因

此100多名教职工也相当于试尝员。

据乐山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食品试尝留样，是预防师生食品中

毒的有效措施， 是检验是否是食物中

毒的重要依据。目前，乐山市各学校食

堂均已严格执行食品试尝留样制度。

成都商报记者 顾爱刚

乐山新闻热线：

18080638872

“通川区朝阳街道办事处团包梁社区

从9月14日至9月25日停止办公，社区领导干

部们携家属到西北旅游11天。”前日，达州

网友“凤凰古树”在当地论坛发帖称，达州

市通川区西外镇朝阳街道办事处团包梁社

区工作人员无人在岗，居民办事极不方便。

昨日，该社区负责人称，社区工作人员

因国庆期间已安排值班， 做出调整后提前

休国庆假日，“提前休假履行了相关请假

程序，从14日至19日请假5天，这期间安排

了值班人员值班。”

社区服务站 居民代表“值班”

昨日10点半成都商报记者来到该社区

看到，社区便民服务站大门开启，办公桌前

无人上班， 办公电脑用红布盖着。 社区书

记、主任的办公室大门也开着，但未见有人

在里面上班。

此时，在社区服务站内有两位老人，其

中一位江姓老大爷问记者来意， 记者问，

“可否办理党组织关系？” 江大爷回答说，

需要社区工作人员办理， 自己只是居民代

表，在这里值班，“无法办理党组织关系。”

随后记者表明了身份，江大爷表示，社

区工作人员都去西安学习了。“一般简单

性的事务可以办理，档案、党组织关系等需

要再等两天他们回来了才能办理。”

“为什么不见值班工作人员？” 记者

问。江大爷说，“我就是值班人员。”

社区7名干部 都外出学习休假

昨日11点30分， 记者电话联系到了团

包梁社区徐书记， 他表示自己正在回达州

的路上。

“此次出去并不是旅游，而是到西安

学习附带休假。”徐书记说，出去时安排了

7名社区干部。出去之前社区给通川区朝阳

街道办事处党工委请假了，并安排了4名工

作人员在家值班，“以方便居民办事，并没

有给居民带来不便。”

据了解，团包梁社区共有7名正式工作

人员， 而记者在服务大厅所见到的值班人

员是居民代表。

徐书记表示， 这次安排出去学习共计5

天，直至19日结束，14日中午出发，出去学习

休假到西安一行全是大家自费。“之所以安

排到这几天出去学习，是因为前段时间达州

市政府大寨子公园打造， 社区干部两个月

未休息一天，工作较为辛苦。同时，国庆期

间大家已安排值班， 这次是提前休息国庆

假日。”

成都商报记者 陈柯江 摄影报道

电脑蒙上红盖头

社区干部耍国庆假了

成都市民来电

愿意资助何龙

成都商报讯

（

记者 张柄尧 摄影

报道）

昨日凌晨6时，当城市还没有从

睡梦中醒来， 家住泸州主城区凝光门

附近的李美华就起了床。简单洗漱、煮

碗面条吃了后，7时许，他出门了。这一

天里，有5个小区、一家商场的垃圾等

待着李美华前去清运。 为了清运完这

总共五六千户居民、店铺的垃圾，李美

华每天要工作14小时左右， 晚上10点

过才能回家。

辛苦的工作，给李美华带来了丰

厚的回报。 目前， 他每月收入万元以

上，已先后在泸州城区置下两套房产，

还帮助儿子盘下一个铺面。“垃圾清

运的工作确实很辛苦， 但看到通过自

己双手， 让一家人的生活一年上一个

台阶，心里就暖烘烘的。”李美华说。

每天工作14小时

垃圾清运工月入万元

一人被投诉查实后， 其所在科室的同

事当月的奖励基金将被扣罚。 彭山县人民

医院的这一规定实施了4个月，许多医护人

员仍对此持反对态度。 该院办公室主任张

涛表示， 此规定有利于增强科室的团队精

神和凝聚力。律师王新年则认为，此举在合

法性上不违法，在合理性上有待商榷。

1人被投诉 科室20人被扣奖金

昨日下午， 彭山县人民医院住院大楼

某科室的唐夏（

化名

）说起《彭山县人民

医院关于“零投诉”的管理办法》（

以下简

称 《办法 》

），仍觉得有点委屈。唐夏的委

屈，源于他被扣掉的100元奖励基金。

5月初，该院规定，按照科室性质，唐夏

所在科室的20余人每人每个月将有100元

的奖励基金，不过，如果有人被投诉，全科

室人员的奖励基金将全部被扣罚。

“这不是典型的连坐制啊？”唐夏说，

当时就有跟多人不满意，但领导表示，院方

已经决定了，规定将于5月中旬生效。

此后， 唐夏所在科室的同事们上班更

加小心，生怕被投诉。6月底，医院召开会议

通报零投诉的科室， 唐夏所在科室内一人

因服务态度欠佳被投诉后查实。

唐夏称，科室20余人每人100元奖励基

金因此都被扣罚， 这让唐夏和其他同事觉

得愤怒：“这个月我们特别努力，凭什么让

我们为别人的投诉买单？”

实施4个月 查实的投诉有3起

成都商报记者从彭山县人民医院办公

室证实，《办法》始于今年5月，针对不同性

质的科室、部门，医院拿出不同标准的经费

作为零投诉的奖励基金， 对当月零投诉的

科室进行奖励，对有投诉的科室进行扣罚。

张涛说， 奖励基金的覆盖范围为全院

31个科室200多名员工，奖励基金的标准为

临床、住院和门诊等为每月100元/人，相关

职能科室则为每月50元/人，一旦科室内有

一人被投诉，科室的奖励基金均将被扣罚。

“投诉的范围为对服务态度不满意等，患

者可拨打电话或直接到院行风办投诉。”

从5月初规定施行以来，“至今已有4

人被投诉。一次投诉经调查是误会，其余3

人的投诉查实， 所在科室的60余人均被扣

罚了100元的奖励基金。”张涛称，有次有

位病人在B超室外等候，但因当日是周一，

检查的人多， 该患者以医生动作慢为由拨

打了投诉电话，经查是一场误会。

其余三人均是因服务态度等问题被投

诉，经查实后，三人当面向投诉者赔礼致歉。

多名员工不满 医院称继续完善

成都商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该院许

多医护人员对《办法》持不同意见。“要得

奖金不仅要看自己努力与否， 还得看同事

努力与否，这显然太过牵强。”多位医护人

员表示， 设立奖励基金有利于调动大家的

积极性，但不应“连坐”，谁被投诉查实了

扣罚谁更合理。

“一开始也有人持不同意见，但此事

利大于弊， 有利于增强各科室的团队精神

和凝聚力，从长远来说，对医院的发展好处

多多。”张涛称，下一步，医院还将继续完

善《办法》。

轿车追尾钻入货车下

车上乘客3死2重伤

昨日下午， 成都商报记者从警方了

解到，事故发生在成绵广高速广元段，车

上的5名乘客3死2重伤。记者在广元事故

车辆停放点，见到了这辆追尾轿车。

这辆车牌号为川Y85040的香槟色海

马轿车已面目全非，车窗玻璃破碎，车顶

被掀开后揉成一团。车内到处可见碎玻璃

碴和大片血迹，一侧车门不翼而飞，左侧

车身上有大面积的红色货车留下的擦痕。

昨日， 成绵广高速交警三大队相关

人士表示，该车从成都开往巴中方向，在

成绵广高速剑阁段出的车祸， 司机已在

车祸中不幸殒命。 根据事故现场勘查的

情况来看，应该是由于海马车速较快，追

尾后径直钻入货车车底， 车上两人当场

殒命， 一人在送往医院的过程中不幸身

亡。另外两人均为颅脑重伤。

昨日下午，在广元市中心医院，两名

幸存者王女士和余女士的主治医生表

示：“虽然医院还在全力救治， 但现在两

名伤者均未脱离生命危险。”

我跟司机商定170元

把女友送上这辆车

谭永全是王女士的男友， 两人已经

相恋3年。昨晚8点，成都商报记者见到谭

先生时， 他正失魂落魄地坐在广元市中

心医院的ICU病房外。

“16号下午6点过，我在新都把女友

送上一辆‘野猪’，车是从成都往巴中开

的，商定的车费是170元。”谭永全说，王

女士是新都人，工作地点在巴中，每月都

要在两地之间来回几趟。当时，王女士在

新都随机拦下这辆海马车， 她是最后一

名上车的乘客，坐在司机的正后方。

“当晚8时25分以及8时28分，我给她

拨打了两次电话，都没人接听。当时，我

以为我女友在车上睡着了。”谈及这个细

节，谭先生几欲落泪。终于22时许，电话打通

了， 但接电话的却不是女友而是一名交警，

“你是家属吗？这边出车祸了，情况恼火，你

赶快来广元！”

谭永全立刻开车出发，走到绵阳的时候，

他再次跟交警打电话核实， 得到的回答是

“快点赶过来！”来到广元医院后，谭永全终

于见到了女友。他给医生跪下痛哭“求求你

们救她。”讲完这一切，谭先生反复低声说：

“后悔，后悔不该让她去坐‘野猪’。”

追尾轿车是“野猪”？

巴中运管表示无法认定

另一名幸存者余女士的家属， 接到消息

后也匆匆赶到医院。余女士的父亲告诉记者，

自己的儿子要结婚， 所以女儿才从工作地成

都往巴中家里赶。 至于乘坐的轿车是不是

“野猪”，自己不清楚，但车上的其他几个人，

自己和家人以及女儿的朋友都不认识。

随后， 记者电话采访了巴中运管支队负

责人张健。张健表示，认定“黑车”的依据必

须是乘客和司机都承认才行， 现在这种情况

仅凭家属的话，无法认定该车属于非法营运。

巴中市运管暂时不会介入进行处理。据了解，

川Y85040登记的信息是自用车辆。

目前， 成绵广高速交警三大队正在对这

起车祸进行调查。

成都商报记者 梁梁

广元新闻热线：

18781203671

成都商报讯

（

王英 向桯 汪俊 记

者 陈柯江）

昨日6时许，省道S201线通

江县段青浴乡大浪溪桥处发生一起交

通事故，一辆车牌号为川S07288黑色桑

塔拉轿车冲出路面坠到12米高的桥下，

车上3人受伤被困车内。 通江县诺水河

风景区消防站接到报警后， 出动7名消

防人员。经过近半小时的紧张救援，3名

被困者被救出， 其中1名伤者在送往医

院途中死亡。 据了解， 车上3人是表兄

弟，他们去板桥乡施工。事发现场是一

急弯处，交警初步判断速度过快造成事

故，具体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轿车坠桥 1死2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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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6

日

20

：

17

， 成绵广高

速广元剑阁段， 一辆轿车追尾

一辆红色大货车后， 随惯性径

直钻入货车肚下。车上

5

人三死

两伤， 截至成都商报记者发稿

时，伤者仍未脱离生命危险。

伤者王女士的男友谭先生

说：“我与司机商定

170

元车费，

把女友送上这辆 ‘野猪 ’时 ，根

本没料到会遭此横祸。” 目前，

警方已对这起车祸进行调查。

12岁娃扛起家 后续

昨日下午， 成都商报记者来到团包梁

社区所在的朝阳街道办。 街办副书记陈志

华表示，团包梁社区干部出去学习，向党工

委请过假，假期

5

天。“主要也是考虑他们前

段时间工作繁忙，没有休息，才予以准假。”

陈志华说，请假期间，明确要求社区

安排值班人员，保证社区工作正常运转。

网友反映的情况街道办事处也进行了调

查了解， 社区确实安排了值班人员，“但

在安排上存在一定的瑕疵。”

昨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团包梁社区，

该社区徐书记以及社区主任已在办公室

上班，并为陆续前来办事的居民服务。

� � � �■

彭山县人民医院设立零投

诉奖励基金， 对当月零投诉的科

室进行奖励， 对有投诉的科室进

行扣罚

一项新规定

� � � �■

“这个月我们特别努力，凭

什么让我们为别人的投诉买单？”

员工很委屈

请了假的，但值班安排有瑕疵

同 步 播 报

声音

街办

救出被困人员

李美华正在清运垃圾

昨日

10

：

30

，团包梁社区服务站的电脑用红布盖着，无人上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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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增强各科室的团队

精神和凝聚力，从长远来说，对医

院的发展好处多多

医院很坚持

“新都到巴中，跟司机商定车费170元”

成绵广高速 轿车钻入货车下3死2重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