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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成都商报记者 桑田

律师说法

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是为补偿劳动者因

疾病风险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建立的一项社会

保险制度。一位车险行业资深从业人员表示，

将车险和医保范围挂钩， 其实是保险公司为

保障自身利润， 是不得已而为之。“牙科定价

活动空间较大，烤瓷牙动辄几千，种植牙甚至

可能上万。如果伤者要求使用金牙，价格更是

不菲，保险公司不可能无条件为其理赔。”

张先生一方则表示， 陈女士选择的是

较为便宜的方案，对缺损门牙进行修补，并

不是美容整形的过度医疗， 而是合情合理

的治疗。张先生表示，已就此向中国保监会

四川监管局提出投诉。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刘秀律师认为，保

险合同上以国家基本医疗保险为赔偿标准

的条款有霸王合同之嫌。 根据江苏等沿海

省份已有的案例来看， 一些地方法院在类

似案例中支持了原告一方的诉求。 如果双

方协商仍难以达成一致， 陈女士可以通过

法律诉讼途径寻求解决。

昨晚记者发稿前， 永安财险向记者表

示，将继续与陈女士进行协商；张先生称，

保险公司提出愿意全额赔付， 双方或在端

午节后进一步协商。

今年3月30日上午8时许， 资阳街头一个

没有红绿灯的路口，驾车左转的陈女士，撞上

一辆直行的别克车。 剧烈的碰撞让双方车辆

受损严重，陈女士两颗门牙被撞掉。半个多月

后，陈女士来到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左

上门牙和侧切牙得到了修复， 但索赔修牙费

却让她陷入困局。

由于转弯未避让直行车辆，交警认定陈女

士负全责。由于在资阳工作，陈女士委托表哥

张先生代为处理保险理赔事宜。张先生带着保

单和医院发票找到保险公司，却得知：医疗费

用无法全额理赔———问题，就出在牙齿上。

“起初我们以为购买了‘座位险’，应该没

有问题。”张先生对记者说，陈女士的车辆投保

于永安财险公司，并购买了“车上人员责任保

险条款”，也就是俗称的“座位险”。修补牙齿

花了6000多元，并没有超过“每个座位1万元”

的赔付限额。没想到，保险公司表示，修复牙齿

无法全额赔付， 部分费用需要陈女士自掏腰

包。张先生向记者展示了一张永安财险“人伤

费用审核明细表”。 这张有审核人签字的表格

上，明确注明三项“剔除其他医疗费用”，共计

3661元。扣除这一费用之后的“合理费用”，只

有2386.22元。 也就是说， 永安保险只支付

2386.22元， 陈女士需要自己承担3661元。“保

险买得很齐，我们不‘惜保’，为什么保险公司

却‘惜赔’呢？”张先生和陈女士对此很不理

解。“如果碰到头、 碰到脚， 保险公司都会全

赔。牙齿也是身体的一部分，也有医院证明确

实是在事故中受到伤，凭什么区别对待呢？”

司机的疑问

小长假首日外出游玩的小伙伴， 被热

安逸了吧！ 温江国家基本气象站最高气温

攀升至32.1℃，又创下新高。

根据预报， 端午小长假最后两天依然

闷热， 明日更是攀升至33℃， 直到明日夜

间，才有阵雨或雷雨带来些许清凉。成都能

否入夏， 就看今天了。 面对节节攀升的气

温，再次提醒大家，外出玩耍，防晒补水是

关键。

端午节期间，四川天气较好，但从6月2

日晚上开始，四川盆地西部、南部和凉山州

北部的局部地方将有大到暴雨。

四川省气象局决策气象服务中心提醒

说，从6月2日晚上开始至4日，四川将有一次

明显降温降雨天气过程，雨量普遍为小到中

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南部和凉山州北部

的局部地方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要加强

防范局地强降雨带来的危害，做好地质灾害

隐患点巡查和临灾预警工作。攀西及川西高

原南部目前气温偏高，空气干燥，森林（草

原）火险气象等级偏高，也需加强防范。

成都商报记者 王梅 综合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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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祸撞成缺牙巴

补牙花了六千 保险只赔两千

保险公司：这是按国家医保标准核定金额，最高保额是每颗牙1000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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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

四川省2014年企业工资指导线已经确定，

基准线为11%，上线（预警线）为18%，下线

为4%。该指导线从公布之日起实施。

省人社厅劳动关系处负责人介绍，基

准线是根据全省经济发展预测、 企业职工

工资、企业效益状况确定的数值。所谓基准

线， 主要是给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的

企业提供涨工资的参考、指导，但并不具备

强制约束作用。据介绍，目前四川共有20万

余家企业建立了工资集体协商制度。

按照省人社厅规定， 国有企业工资分

配水平确需突破工资增长上线的， 应经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核后， 报同级人社

部门备案。 国有企业工资水平已达到本地

区上年度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2.5

倍及以上的，要适度调控其工资水平。国有

企业负责人年度薪酬增长应低于企业利润

总额增长，并与职工工资保持合理关系。当

年企业职工平均工资不增长， 企业负责人

绩效薪酬不得增长。

成都商报记者 祝迅

从昨天下午起， 呼朋唤友或者携全家老

小来到非遗博览园避暑的市民络绎不绝，刚

过17点，能容纳1.2万人的啤酒大篷内上座率

已经达到六成，数万升冰爽的啤酒，给闷热的

成都夏日注入一丝清凉。

组委会工作人员介绍， 本届啤酒节的大

篷是按照德国啤酒节上14座狂欢大篷中最古

老的一座“慕尼黑啤酒节大篷”，按照1：1的

比例制作，能容纳1支10人乐队在中央舞台上

表演，台下1万多人同时狂欢，是目前成都市

最高规格的啤酒节活动。

而篷内的配置则更彰显了德国人的豪

爽：大篷内有3个超大啤酒吧台，100多台扎啤

机源源不断地为狂欢的人群提供沁凉的啤

酒， 一进大篷就沉浸在这种充满啤酒花香味

的微醺气氛之中。

答谢本报读者 啤酒节消费九折

组委会为了答谢成都商报读者， 特别开

展“商报读者享9折”的活动。持本报活动相

关报道，到啤酒节现场指定联系处，可享受所

有规格的门票、餐饮套票九折优惠。

点赞免费喝啤酒

现在就发微信， 约小伙伴一起去啤酒大

篷吧！ 如果你的推荐在48小时内收获了足够

的“点赞”数，来到现场还能免费喝啤酒、吃

烤鸡哦！

10个“赞”可以获赠价值10元的大门入

场票

50个“赞”可获价值80元德国HB皇家啤

酒1扎（升）

88个“赞”可获得“啤酒+烤鸡”狂欢套

餐 （10元大门入场票+70元烤鸡+80元德国

HB皇家啤酒1扎）

微信通讯录人数达1000以上的“达人”，

只要发布啤酒节相关内容并获得10个“赞”，

可获赠德国美食套餐（包括：价值10元的大

门入场票+190元消费券）。

打车过来玩 送你冰爽扎啤

啤酒节期间， 凡当天乘坐出租车来参加

啤酒节的市民，凭出租车机打发票（限当日

16:00-22:00时间段内）， 可在啤酒节大篷入

口处兑换价值40元扎啤消费券一张。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我家狗狗老爱舔地板

这是怎么了？

陶女士来电：

我家的松狮犬老爱舔地和

自己的爪子，这是缺乏什么？应该吃什么药？

成都博爱宠物医院王医生：

如果发现自

家的狗狗不仅爱舔自己的爪子，还爱舔墙壁、

树叶、泥巴等非食物类东西，狗狗可能患上了

异食癖，这说明狗狗缺乏微量元素、矿物质等，

可以去宠物店或者宠物医院购买相关产品。

吃深海鱼油

能降血压吗？

李先生来电：

我查出高血压几年了，一直

在吃降压药， 最近听朋友说深海鱼油对高血

压有好处，是不是有科学道理？

市二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刘剑雄

回复：

应该是有好处的，深海鱼油虽然不直接

降压，但它能改变血液里面的血脂成分，有利

于我们清除胆固醇。 深海鱼油内含有一种欧

米茄脂肪酸，这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有利于

人体的血脂代谢。但是深海鱼油不是药品，它

只是一种保健品，所以降压药不能停。

●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

3

和排列

5

”第

14143

期排列

3

直选中奖号

码：

675

， 全国中奖注数

2843

注，单注奖金

1000

元；排列

5

中奖号码：

67586

，全国中奖注数

17

注，单注奖金

10

万元。

●

“超级大乐透”电脑体育彩

票

14062

期开奖结果：

04+07+17+24+

25 02+04

，一等奖

0

注，每注奖额

0

元，

一等奖（追加）

0

注

,

每注奖额

0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云贵川联销 “天天乐”（

22

选

5

） 第

2014143

期开奖结果：

18

、

08

、

07

、

09

、

22

。一等奖

0

注 ，单注奖

金

0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

3D

”第

2014143

期开奖结果：

244

，

单选

10757

注，单注奖金

1000

元，组选

3

，

20898

注，单注奖金

320

元，组选

6

，

0

注，单注奖金

160

元。（备注：以上信息

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轻度或中度污染

（据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成都

今

/

多云

23℃～32℃

偏南风

1～3

级

明

/

多云转阵雨

24℃～33℃

南转北风

2～4

级

热浪滚滚 来慕尼黑啤酒节消夏

公交线路：

1、乘坐22、239、309、319、761、904路到

国际非遗博览园， 下车步行329米至目的

地。2、乘坐22、239、309、319、761、904、904A

路到光华大道一段西站，下车步行334米至

目的地。3、乘坐22、309、319、761、904、904A

路到马厂村下车步行423米至目的地。

为了方便周末及端午节假日广大市民

乘坐公交车到啤酒节现场， 组委会特别开

行了茶店子公交站、 万家湾公交站至非遗

博览园的专线车。

节假日直达专线：

专线车1：茶店子公交站———非遗博览园

开行时间：5月31日、6月1日、2日、7日

停靠站点：三环路苏坡立交桥、凯德风

尚站、市妇女儿童中心医院站

专线车2：万家湾公交站———非遗博览

园（直达车）

开行时间：5月31日、6月1日、2日、7日

夜间免费返程大巴：

非遗博览园———百花中心站

开行时间：即日起至6月7日；出收车时

间：20：30~次日凌晨1：00，10~20分钟/班；

停靠站点： 万家湾站、 光华村街二环路口

站、青羊宫站

非遗博览园-温江家乐福（直达车），

10分钟/班

抢票热线：

400-8779-522

（入场大门

票和篷内消费券分别销售）

时间：5月22日~6月7日

端午营业时间：5月31日，6月1

日、2日，每天17：00~24：00

� � � �地点： 成都光华大道二段国际

非物质文化遗产博览园世纪舞广场

欢迎关注慕尼黑啤酒节成都之

旅官方微信号：Oktoberfest_cd，

了解啤酒节最新资讯和活动信息！

“慕尼黑啤酒节

———成都之旅”

明晚起

四川部分地方

有大到暴雨

四川省今年企业工资指导线确定

国企涨工资超18%

要审核、备案

夏先生来电：

听说有的超市里卖的菜籽

油有点“歪”，我和老伴儿从去年开始，就到

农村买菜籽然后用专门的机器加工成菜籽

油。 但最近听说这种菜籽油没有经过提炼，

是不能吃的，是真的吗？

市二医院营养科科长李宏宇回复：

菜籽

油是从油菜的种子里提炼出来的一种油，一

般需要压榨和浸出两种工艺。夏先生所说的

自己用机器加工， 应该采取的是压榨工艺，

正规大厂生产的菜籽油还会经过一些化学

处理。菜籽油内含有一定量的“芥子戒”，所

以闻上去会有一些气味，正规生产的优良菜

籽油会去掉95%的“芥子戒”所产生的气味。

一些小厂生产菜籽油的压榨工艺提纯不精，

一些有害成分不能去除。建议大家还是去购

买大厂生产的、有国家食品认证标识的菜籽

油。

关于食用菜籽油， 我还有几点建议：油

的食用量不能太大，菜籽油同样含有很高的

脂肪成分；鲜榨的菜籽油一定要存放半个月

后再食用，不能马上食用；凉拌菜的话一定

要把菜籽油炼熟，不炼熟的话，菜籽油里的

芥酸对身体很不好； 油的存放时间不宜过

长，最好在180天内吃完。很多老年人都喜爱

食用菜籽油，但菜籽油内的芥酸很高，长期

食用这一种油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等疾病，对

小娃娃的生长发育也不好。所以，在食用菜

籽油的同时，应该和含丰富亚麻酸、亚油酸

的橄榄油、玉米胚芽油、花生油等一起搭配

食用。

自榨菜籽油没经过提炼 能吃吗？

最好放半个月后再食用

能补铁锅的补锅匠找到了

上期， 读者丁先生向我们咨询生铁

锅哪里可以修补，“包打听”记者在寻找

无果的情况下求助热心读者， 很快就有

读者打来了电话。

热心读者张先生回复：

我是金牛区

全兴路119号附13号“宇宙不锈钢”店铺，

主营不锈钢加工、铁片焊接等，我们自己

用的生铁锅坏了就是自己焊接。 包打听

记者在转告丁先生后， 丁先生当日就将

铁锅带去补。但很遗憾的是，去了后丁先

生的锅还是没有补好， 他称：“因为我家

生铁锅年代久远，含碳量较高，现在已经

没有合适的材料，所以仍然无法修补。”

臭海棠不仅防蚊还能避鼠

市民郝女士来电：

我看了成都商报

“包打听”栏目中关于“臭海棠”的报

道， 我们家现在只养一种花， 就是臭海

棠。我家种了六七年的花，有一年冬天，

我们家的阳台上闹老鼠， 半夜都能听到

老鼠啃东西的声音，很吓人。第二天去阳

台上一看， 发现老鼠把各种花草都啃光

了，只有臭海棠没遭啃。我们把臭海棠分

别移栽到花盆里， 大概栽了十六七盆臭

海棠，放在阳台和房间的窗台上。从那以

后，我家就再也没闹过老鼠，而且家里的

蚊虫也很少了，我也不懂什么原理，就是

没想到臭海棠还有这样的奇效。另外，我

们养了这么多年的臭海棠， 也没有发生

过过敏的现象。

成都商报记者 成欢 张仑

玻璃上的水印子

怎么快速去掉？

肖先生来电：

家中淋浴房的玻璃门上

被溅起很多小点点的水印子， 我想了很多

办法都无法去掉，请问有什么办法能去掉？

万家和家政公司工作人员建议：

家中

玻璃遇到擦不掉的水渍污点， 可去超市购

买专用的玻璃清洁剂。 我们用的是安利的

玻璃清洁剂， 把清洁剂喷在白色洁布上面

去擦拭，然后用清水一冲就可去除。

茶几的漆要翻新

哪里可以做？

张女士来电：

请问哪里可以做老家具

的涂漆翻新？我家的茶几用了很多年，质量

好舍不得丢，想翻新一下，我问了好多人都

说不知道。

包打听记者回复：

通过网络上能搜索到

一些为家具做翻新的公司和个人。 记者打听

到， 武侯区俱无忧家具维修服务部可以为做

翻新，通过去污打磨、做底色、喷涂、做光泽等

几个步骤使旧家具翻新，价格在四五百元。

提督街那家钟水饺

搬到哪里去了？

周女士来电：

以前提督街上的那家钟水

饺搬到哪里去了？我吃了好几家现在的钟水

饺， 都找不回我们曾经吃过的那种味道。我

搜寻了网上，也有人在寻找这家水饺店。

包打听记者回复：

钟水饺是成都名小

吃，在春熙路、文殊坊、浆洗街、二号桥头等

地都有醒目的钟水饺门店， 记者也没有打

听到周女士所说的这家钟水饺搬到哪里去

了。 但有资深食客何女士推荐了一处私房

水饺小店， 该小店老板娘自称：“当知青回

来后在钟水饺工作了30年， 目前退休在家

卖饺子。”她家的饺子6元一两十个，从上午

11点半开始营业，一般下午5点前饺子就全

部卖完。“包打听”记者了解到，这家店老板

娘的性格“火爆”，去了只管吃饺子，话多了

可能要遭“洗脑壳”。甚至……爱拍照秀微

博的也要注意， 老板娘一般要阻止你拍照

发微博，理由是：“我们不想宣传，吃的人太

多，大家要打挤，我太累了！”这家店地址在

猛追湾东街82信箱宿舍金桂苑内， 如果找

不到，到宿舍门口问“钟水饺”都知道。

回音壁

“包打听”热线86613333-0

今年3月30日发生的一起车祸，让27岁的

陈女士不但“牺牲”了两颗门牙，还陷入一场

索赔困局。

车祸中陈女士两颗门牙被撞掉， 之后她

选择做烤瓷牙。 尽管陈女士购买了 “座位

险”， 但保险公司表示不能予以全额赔付医

疗费用， 这让陈女士很是不解： 明明购买了

“座位险”，并没有超过“每个座位1万元”的

赔付限额，为何要自己承担一部分医疗费？

对此，保险公司称，牙齿的最高保额是每

颗牙1000元左右，只能在这个范围内赔偿。

“不是因为牙齿不赔，而是陈女士修复牙

齿的费用超过了合同约定的范围。”永安财险

成都经营总部经理向波对成都商报记者解释

说。该公司提供的一份《机动车商业险条款》

中，“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保险条款”确实写

明：“每次事故车上人员的人身伤亡按照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赔偿范围、项目和标准以

及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进行赔偿……保险人按

照国家基本医疗保险的标准核定医疗费用的

赔偿金额。”

向波表示，对于消炎、止血等针对牙齿的

基本治疗，保险公司是可以进行理赔的，这也

正是所谓的“合理费用”部分。而烤瓷牙修复

等医疗行为，超出基本医疗保险范围。根据合

同，保险公司无法理赔。永安财险四川理赔中

心医核部工作人员钟先生解释：“牙齿的最高

保额是每颗牙1000元左右， 所以只能在这个

范围内进行赔偿。”

对于这一条款， 张先生仍然表示不能理

解：“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范围很窄， 而且医保

本来就不管车祸事故， 为什么我们买的车险

却要依医保范围呢？ 保险公司这样规定有什

么法律依据？”

为此，成都商报记者调查了平安、人保、太

平洋等多家保险公司相关保险条款，发现各家

公司确实都在“座位险”中有此类似规定。

“这确实是行业普遍的规则。”商众车险

客服中心总监夏凤是车险行业资深工作人

员，她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目前各保险公司使

用的车险均系格式合同， 这些格式合同大同

小异， 都是经中国保监会批复后由各公司根

据自身要求选择使用的。“如果要更改细则，

也需要保监会批复，各公司难以自行更改。”

车险和医保挂钩涉嫌霸王条款

车主可起诉保险公司

受伤司机：没超一万元限额，为啥不全额赔

保险公司：“按国家医保”标准核定赔付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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