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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一则名为《少林寺方
丈释永信这只大老虎，谁来监督》的
网帖在网络热传。网帖举报了释永
信的五大问题，直指释永信侵占少林
寺财产和玷污少林寺名誉，网帖署名
为“释正义”，还留有联系电话。

26日夜，中国嵩山少林寺官方网
站表示已经报案并发布报案材料，针
对网络热帖《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这只
大老虎，谁来监督》，要求“有关部门尽
快对造谣者依法进行查处”。记者昨
日上午联系了自称为举报人的“释
正义”，他表示目前自己并未接到相
关部门的调查通知，“我会对其负相
应的法律责任。”据“释正义”介绍，
目前，他与其他知情人士正在等待
相关部门的通知，希望这件事情能
够引起社会的关注。 （法制晚报）

梧州1岁幼童左
臂被卷入扶梯

昨日上午，梧
州市太阳广场手扶
电梯再次发生电梯
伤人事件。一位一
岁多的小朋友，左
臂被卷入扶梯受
伤，目前已送往医
院救治。

就如网络支付使用支付宝一样，在
四川，线下支付使用和信通已经成为一
种潮流。而今，这种潮流将来势更猛！

即日起，本地最大的第三方支付企
业四川商通实业有限公司打造的传统产
品“和信通”全面升级——“慧生惠管家”
综合性O2O平台横空出世！用户只要下
载“慧生惠管家”APP并绑定和信通卡，不

但能够在大成都范围上万家线下实体联
盟商家获得常态优惠和更好的消费体
验，还能够通过平台APP载体，轻松实现
美食送到家、上门家政、上门洗衣、在线
订座观影等多元化特色服务。

为欢迎新老用户入住“慧生惠管家”
平台，商通公司重磅启动“500万元礼金
全城惠民活动”，7月29日~8月30日，两
大惊喜活动引爆全城！

规范化的经营
四川商通获“金蚂蚁奖”

中央“八条禁令”出台后，国内大量
的预付卡企业遭遇了“政策严冬”，业绩
纷纷下滑。四川商通自2007年成立以来，
一直坚持规范经营，积极承接企业阳光
福利，在过去三年，业绩持续递增。

2015年3月，四川商通在全国支付机
构在川银行评级中，获得A级；6月，在央
行支付清算协会的推荐下，获得国家金
卡工程创新应用“金蚂蚁奖”。

不一样的团购

新平台涵盖生活消费全业态
在经营模式方面，四川商通一直在

积极创新。商通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全
新打造的“慧生惠管家”平台是基于预付
卡第三方支付的核心原理，结合移动互
联网构建的综合性O2O平台，既能承接
企业阳光福利，为广大用户带来更实惠、
更便捷的生活消费体验，同时也能更好
地服务于线下实体商家，为合作商家实
施精准营销。“和信通以前是不记名的消
费预付卡，升级后的平台实现了实名制
可追溯，这样的平台是企事业单位阳光
福利发放的极佳财务解决途径之一，也
促进了消费，拉动了内需，赢得了主管部
门及市场的高度认同。”

具体来说，“慧生惠管家”平台是由
APP、微信等在线工具和线下线上万家联
盟商户构成。平台用户既可以在线下门
店刷卡享有VIP消费折扣和红包返利，也
可以利用手机下单，在线扣款，轻松获得
多种上门优质服务。平台合作商家涵盖
了生活消费全业态，商超购物、影院观
影、康体健身、爱车加油、火锅西餐，甚至

吃货们钟爱的“成都苍蝇馆子”前50强，
都是“慧生惠管家”平台的合作对象。

互联网+创新
让商家和用户“双赢”

“国家正积极推进互联网+创新商业
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慧生惠管家’
平台正是不折不扣的‘互联网+生活消
费’，这个创新模式为老百姓的生活消费
打开了崭新的一扇窗，也让合作商家等
实体经济获得了从传统商业模式向创新
模式的升级渠道。”商通公司负责人表
示，“慧生惠管家”平台在每一个生活消
费细分领域，只选择优质的、老百姓喜欢
的商家和品牌进行合作，力求带给平台
用户常态可持续的实惠便捷消费体验。
而平台海量用户也只向每个领域的优质
合作商家进行导流，为合作伙伴进行基
于大数据的精准营销，构建基于用户端
和商户端的良性消费闭环，“目前国内尚
无真正意义上落地的综合性O2O平台，
我们非常接地气。”

两大惊喜活动
500万礼金全城惠民

为推广“慧生惠管家”平台，并感谢
成都市民多年的支持，商通公司即将给
新平台用户派发一大波专属福利--“500
万元礼金全城惠民”。

7月29日~8月30日，加入“慧生惠管
家”平台的用户，在全城红旗连锁进行消
费，不设消费上限，每笔消费都将获得5%
的消费红包，多买多得；同时，和信通老
用户绑定老卡注册激活和新注册的平台
用户都将得到5元礼金。从这个意义上来
讲，“慧生惠管家”平台为成都市民送上
了一场超市团购！

8月1日~8月30日期间，“慧生惠管
家”平台用户在万达院线四个影院（金牛
店、锦华店、财富中心店、金沙店）观影，
2D、3D通看，仅需付10元票价。

悄悄在这里预告一下，“慧生惠管
家”平台还将启动更多更劲爆的惠民活
动，敬请期待。 （余兰）

和信通全面升级 综合性O2O平台横空出世
本地超大的第三方支付企业——四川商通创新之路

释永信被举报 少林寺报案

7月26日上午，荆州安良百货商场内发生一起电梯事
故，一名带着幼儿的女子因电梯与楼面连接的迎宾踏板松
动，被卷入电梯内。女子在遇险的一刹那，双手奋力向前，将
幼小的儿子托举送出，旁人救下孩子，而她自己则在短短9
秒内被电梯吞没。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调查之中。

记者获得的监控视频显示，26日10时09分51秒左右，
向柳娟和儿子童童乘电梯到七楼。在快到顶部时，向柳娟
提前提举起穿着短衣短裤的童童。10时10分11秒，电梯升
到顶部，向柳娟从站立的梯级向前踏上电梯的迎宾踏板。

电梯口站着两名制服女工作人员，正在说着什么，另
一名女工作人员手拿扫帚，从电梯口附近走过。

突然，向柳娟脚下的踏板松动发生翻转，向柳娟的双腿
落入电梯内。可电梯仍在运转，向柳娟双手奋力向前托举递
出孩子，电梯口的女工作人员将孩子接过，放到身后。两秒
钟的手足无措之后，两名女工作人员上前拉住了向柳娟的
双手。向柳娟也全力向前使劲，试图自救，但已经于事无补。

10时10分19秒，在踏上松动踏板短短9秒之后，向柳娟
已经不见了踪影。

事发后，荆州市安监、公安、消防、质监等部门迅速行
动，制定营救方案进行施救。大约4个小时后，消防官兵和
技术人员最终将向柳娟从被困
之处救出，但已无生命迹象。

“如果工作人员已经知道电梯坏了，为何不让电
梯停止运行？”、“为何等向柳娟上到一半才开始劝
阻？”向柳娟的家属产生了这些疑问。

荆州市安监局局长陈观鑫称，经初步了解，当时
电梯并不是和网上传言一样，处于维修的状态。如果
是维修，肯定是要对电梯停运或在电梯口设置警示
牌，这都是有操作规程的。当时是商场工作人员发现
电梯出现异常，所以在电梯口提醒顾客。目前，事故
的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商场监控视频显示，从女子踩落
踏板跌入，到完全陷进去，大约有9秒
的时间，期间电梯一直还在运行。武
汉三鑫电梯有限公司负责人程先生
说，具体原因自己无法准确猜测，不
排除电梯维护工作不到位的可能性。

目前常见的手扶电梯在电梯两
端与楼层接触的踏板下方都安装有
触发装置，一旦踏板被打开，或者人
员掉落进去，电梯会很快停止运行。
程先生说，一般情况下，手扶电梯两
端的踏板位置，下边都留有一个一米
多高的空间，用于安装机箱设备，人
如果掉下去，除了被跌伤，不会出现
大的危险。

在上述电梯事故中，女子掉下后电
梯依然在运行。重庆特种设备检测研究
院工程师吕潇告诉记者，这种情况，要
么是电梯踏板下方的触发装置失效了，
要么就是装置指令接收迟缓了。

一般手扶电梯在电梯上方或下
方都有一红色急停按钮，在电梯卷入
人员或异物后，可使用这一按钮紧急
按停电梯。在上述事件中，在场工作
人员并未使用急停按钮。吕潇说，手
扶电梯的电源开关是安装在电梯内
部的，发生紧急事件时关掉电源的做
法应该是来不及的。

“如果按照规定定期进行维修保
养，踏板触发装置不会失效。”吕潇
说，按照现行的《电梯监督检验和定
期检验规则》等，手扶电梯维保周期
是十五日一次，每月至少要维护保养
两次，这项工作由电梯的使用单位负
责安排专业人员完成。

各各//方方//答答//疑疑

电梯出口处有工作人员在等候，她们是否已经知
道该电梯存在安全隐患？出事前商场是否有电梯

事故的相关应急处置预案？画面显示，当女子被卷入时，工作人
员都在试图拉出被困女子，但无人去按紧急停止按钮，工作人
员是否接受过相关知识培训？现场处置是否得当？

扶梯“咬人”与体重无关

扶梯会移动的部件主要包括扶
手带与梯级。扶手带伤人并不取决于
体重，即使是成年人如果抓住扶手带
不放手，也能被带下去。扶梯意外之
所以多发生在儿童身上，是因为他们
年纪小、好奇、爱玩并且在意外发生
时不能及时准确采取行动。

踩黄色“警示线”容易被“咬住”

在每级梯级的前端和后端都涂
有一条黄线。许多人只知道这警示线
是在提醒大家防止踩错台阶。其实，
黄色油漆涂刷的部分有个很关键的
结构件，叫梳齿板，负责上下两个梯
级的啮合。如果使用时间增长，梳齿
板掉齿，两齿之间的间隙就会增大，
小孩的脚趾刚好踩到齿间缺口，当上
下两级梯级啮合时，被“咬”入扶梯的
危险性也随之提高。

围裙板和梯级间隙是最危险的地方

自动扶梯运行一定时间后，围裙
板与梯级间的间隙就有可能变大，若
靠近边缘部位，容易把鞋蹭到围裙
板，在摩擦力的作用下鞋子就很有可
能被卷到这条缝隙里。梯级与地面接
合处同样危险，孩子的鞋底就有可能
被卷进缝隙里夹伤甚至夹断脚趾。

又是
人祸？
在本次事故中，身
亡女子是因为电
梯踏板松动而被
卷入扶梯，是否又
是“人祸”？需
要有关部门尽
快查清。

画面中我们看到，女子踩
上的瞬间踏板就塌陷了，
事发电梯是否按照标准建
造，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有
待职能部门进一步调查。

在自动扶梯设备数量剧增的
大背景下，经验丰富技术过
硬的安装人员急缺。本次出
事的扶梯是否由有资质的专
业人员安装？安装是否符合
专业流程？也需要有关部门
调查清楚。

扶梯部件磨损、老化或失效要及
时更换，使用年限越长，隐患越
大。维保人员若检查不到位，没
发现潜在危险，将导致事故发
生。事发电梯是否按照要求进行
了保养？

疑问一

疑问二

疑问三

疑问四

事发后，有网友质疑向柳娟是不听劝告上电梯。
27日凌晨三点多，其丈夫张伟的堂妹柯女士发布

名为《不眠夜，深省》的博文，文中回应称：六楼的扶梯
口并没有劝告的工作人员。如果您说的劝阻是七楼女
工作人员的口头提醒，抱歉，嫂子已经带着孩子走上
了上行的扶梯，没有退路，所以运行到扶梯中部时，嫂
子松开牵着宝宝的手，改用双手托起宝宝，企图从工
作人员口中那块没有螺丝钉的踏板上跨过去。

上电梯前无人劝告 踏板没螺丝钉

安
监
局

电梯并非在维修中

家
属

“三严三实”专题教育
中组部要求联系反面典型

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出通知，要
求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学习研讨
中，以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令计
划、苏荣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为反
面教材，聚焦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
政治规矩，组织县处级以上领导干
部深刻总结反思，汲取教训、引以为
戒，真正在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
严起来、实起来。

《通知》强调，要深入剖析反面典
型严重违纪违法的思想根源，针对这
些反面典型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
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的严重
违纪违法行为，从理想信念这个“总
开关”上、从党性原则上、从权力观地
位观利益观上、从道德品行上剖析根
源，弄清实质。要以反面典型为镜，把
自己摆进去，深入查找执行政治纪律
和政治规矩、组织纪律和廉政纪律等
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有什么问题就
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
解决什么问题。 据新华社

关于手扶电梯
这些知识你应该了解

台阶

扶手

扶手驱动装置

驱动
齿轮

电动机

链条导板

返回轮

内轨

通常在运行指示灯下方，按压
后扶梯会在2秒内缓慢停下。

一定要知道
紧急停止按钮

最新通报
湖北省荆州市

安监局局长、事故
调查组组长陈观鑫
在昨晚的新闻发布
会上透露，事发前5
分钟，商场工作人
员发现盖板有松动
翘起现象，但并未
采取停梯检修等应
急措施。事故发生
在自动扶梯上机房
处，上机房盖板一
共由三块组成，分
别为前沿板和盖板
一、盖板二。初步分
析事故发生的原因
为前沿板与盖板一
之间连接松动，导
致松动原因有待进
一步调查。初步认
定，属于安全生产
责任事故。

同步播报

3

1

2

湖北女子卷入扶梯身亡 调查称因盖板松动属安全生产责任事故

少了一个踏实的盖板
多了一条生命的代价 9秒，

为何没让
电梯停下来？

30 岁 的
母亲向柳
娟和儿子
脚下突然
踏空

向柳娟尽
力将儿子
托举到地
面上

“吞没”
瞬间

本组稿件据新华社、东方早报、央视、央广、人民网等

在伊拉克被扣的北大学生
已平安获释

中国驻伊拉克大使馆27日向新
华社记者证实，经使馆努力，日前在
伊拉克北部被当地警方扣押的北京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学生刘拓已于当
天平安获释，目前已抵达伊首都巴
格达。使馆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其健
康状况良好，并将尽快返回国内。

今年7月5日，刘拓出发去伊拉
克。按照他的行程规划，20 日他应
该到达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21日
会到爱琴海沿岸。伊拉克是刘拓早
就属意的国家，去年10月他就下载
了伊拉克的旅游攻略，还感慨地
说：“这么一个旅游资源丰富的国
家，篇幅短得不得了。”

刘拓的同学小乐说，尽管中东
地区一直局势紧张，但两河流域是
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如果战火
把这些遗迹永远带离这个世界，刘
拓必定会抱憾终身，所以他就义无
反顾地去了。据新华社、北京青年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