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记者调查 /
有人挨摊收费
摊贩称“不交就摆不了”

近日，成都商报记者接到读者周
先生报料，称有人在新都区大丰街道
高堆社区“蓝光·花满庭二期”附近的
一条街道上收费。“每到下午六点多，
就有几个人过来挨个摊位收费，少的
收5元，多的要收10元、15元。”

接到报料后，成都商报记者于
傍晚赶到该街道，看到路两边摊位
绵延百米有余。卖水果的、卖卤菜
的、卖日用品的、卖衣服的……多数
摊贩的生意都还不错。

接近下午6时30分，三男一女出
现在街道上。两位看起来五六十岁
的人走到摊位前，摊贩把5元、10元
的纸币递给其中的妇女，该妇女收
到钱后，随行男子就递给摊贩一张
小纸条，算是收据。

记者看到，收费者给的“收据”
制作简单，印着“高堆小区临时市场
管理、卫生费伍元（当日有效）”字
样。收据上盖有印章，可见“大丰街
道高堆社区……管理委员会”字样。

记者问小贩收费的是什么人，
收的是什么钱？“好像是高堆社区的
人，说是临时市场管理、卫生费，至
于收费合不合理，我哪里晓得？反正
大家都交，我也就交了。来这儿摆就
得交，不交你就摆不了。”小贩说。

记者粗略数了一下，路边摊贩
有100家左右，估算一下，收费者这
一趟可收到五六百元。

/ 社区答复 /
收的是卫生费
并无相关收费文件

新都区大丰街道高堆社区居
委会委员刘泽茂证实，他们确实安
排人员在蓝光·花满庭二期北门附近

街道上的夜市收费，“我们收的是卫
生费。”刘泽茂称，原先该夜市由大丰
镇高堆村管理，由村民自治，目前有
100多个摊位，他们每日按每3米收取
5元的标准对每个摊位收取卫生费。

“这个夜市已存在6年，虽产生
影响环境卫生、交通通行等问题，但
周边居民对其有强烈需求，所以经

居民自治委员会和社区共同协商，
决定对其收取一定的卫生费。”高堆
社区居委会陆主任告诉记者，收取
卫生费是居民议事会决定的，社区
执行，并确定了收费标准，3米以内
的摊位每日收费5元，3米到6米每日
收费10元，9米到12米收费15元。收
取的卫生费用全部进入了社区财政
账户，按正规程序支取使用。

目前，社区维护夜市的有10多
名工作人员，他们负责卫生、治安、
管理等工作，“收入主要用于夜市的
卫生，购买保洁服务，另外就是收费
人员和巡逻人员的工资支出，这个
是有账可查的。”陆主任坦言，上级
部门并没有收费的相关文件，“我们
是根据实际需要。”

/ 再次探访 /
市场被清理
街办称与收费遭质疑无关

14日下午，记者再次来到蓝光·
花满庭二期附近的临时市场，发现
前几天还热闹非凡的临时市场被清
理一空。“不让摆了，端午节前发了
通知，说这个市场占道经营，要进行
清理。”原本商贩们摆摊的地方，如
今只有一些火三轮。一位火三轮司
机称，端午节后，一些城管就开始对
这个夜市进行清理。

这个临时市场为何忽然被清理？
“许多居民反映此处交通拥堵，为城
市有序发展，新都区大丰街道决定对
其进行整治。”新都区大丰街道人大
工委主任李兴明表示，此次整治并不
是一刀切，而是将予以规范让商户
有序经营。此次整治是否与社区收
取夜市管理、卫生费遭商贩质疑有
关？对此，李兴明表示，两者没有关
系，此次整治是早就部署好的行动。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李秀明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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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娃娃也想办张学生卡 追踪

女研究生维权遇尴尬

割双眼皮割出疤 鉴定不属医疗事故
延伸阅读

一个尴尬

2016年6月16日
星期四

想做双眼皮女生
医院的话让她心动

想做个双眼皮的想法，在小
颖心里已存在很久了，这个想法在
上大学时最为强烈。“女孩子，人人
都爱美，就老觉得自己的单眼皮不
好看。”小颖说。

她会特别留意身边的双眼皮女
生，会去看很多的广告，上网搜索关
于做双眼皮手术的资料和医院。但因
为上学加上没有足够的手术费，大学
时的手术计划并未实现。

不过，她开始通过做兼职存
钱，还会从每月的生活费中留出一
笔，为自己的手术费用做准备。

2014年9月24日，已进入研究生阶
段学习的小颖在陪朋友到成都天使之
翼整形美容医院做双眼皮手术时，向
医生咨询了手术的相关事宜。不过并
未当场做出决定，“一直很犹豫，担心
会不会有疤痕？会不会做不好？”

医院的一番话让她慢慢打消疑
虑。“当时咨询师一直跟我强调他们
医院多么好，给我做手术的医生也非
常有经验，这种小手术不会有任何问
题，做出来的双眼皮形态自然，根本
看不到一点疤痕。”小颖说。

小颖说，当时接待她们的工作人
员表示，如果跟朋友两个人一起做还

可以为她们打折。她这才心动了。

做完手术左右不对称
修复后“更严重”

一周后，朋友到医院拆线。小
颖再次向医院咨询了她担心的几
个手术问题，并在当天上了手术
台，手术费用5500元。

小颖在期待中等待了一周。然
而，拆线后呈现在眼前的双眼皮却
让她觉得有些不对劲，“表面形态
不是很正常，弧形也不是很完整。”
医生向她解释，因刚刚做完，需要
一定的恢复期，时间在半年左右。

“但慢慢发现始终不对，最明
显的就是不对称。”小颖说，半年
后，她找到医院希望院方给她一个
解释。最终，医院为她做了免费修
复手术。接着又是半年的恢复期，
可效果依然不尽如人意，“问题反
而变得更严重了，两边眼睑仍旧严
重不对称，疤痕明显，闭眼还出现
鱼鳞状褶皱，疤痕凹凸不平……”

对此，医院提出可继续为其做
免费修复手术。由于对医院失去信
任，小颖拒绝了医院给出的解决办
法，并开始到其他医院求医，然而得
到的回答均是修复难度太大，就算
修复了也不会有很大改善。

小颖希望院方承担责任，提出

退还手术费，并承担她到其他医院
做修复手术的费用，但至今没能与
医院达成一致。期间，小颖还曾到
成都医学会做了医疗事故鉴定，希
望证明院方存在的手术问题。但鉴
定结果为不构成医疗事故。

医院回应：
可继续修复也可走司法程序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与小颖一
道来到位于少陵路口的天使之翼整
形美容医院。对于小颖的诉求，该院
一李姓负责人代表院方回应，院方
可继续为其提供修复手术，但无法
承诺手术效果，若小颖无法接受也
可走司法程序。

对于小颖提出的由医院承担其
到其他医院进行修复手术的费用问
题，该负责人称，承担的前提是医院
要有过错，而小颖的医疗事故鉴定
结果为不构成医疗事故，“我们愿意
在院内做修复，是为顾客着想，但如
果说到其他医疗机构去，要产生费
用的前提是我们要有过错，我们没
有过错为什么要产生费用呢。”

同时，该负责人表示，并不否
认对小颖手术后的形态不佳问题。
但另一方面，任何一个医疗机构，
任何手术都是带有创伤性的，做手
术都会产生疤痕。

小颖维权遭遇了一个尴尬的
现实。“申请医疗事故鉴定，结果
并不构成医疗事故，院方以此拒
绝我的诉求，而申请伤残鉴定又
不符合相应的标准，这又让我通
过司法程序解决变得非常困难。”
小颖说，“但现实是双眼皮手术又
的确给我造成了很大影响，身心
兼具。”

同时成都商报记者发现，与
小颖类似的整形美容维权案例并
不在少数。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罗柯
认为，美容不是针对疾病而是针对
人体外形，是追求美的一种“改
变”。具体到美容手术中，需要考虑
几个问题：其一，这个医疗服务机
构有没有资质，医生有没有资质，
这是一个前提；其次，手术流程是
否符合医疗服务规范，比如说手术
的方案程序，有没有跟当事人进行
交流。

如果在手术中存在过错导致
术后效果不好，那么医疗服务机
构就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同时，罗柯表示对于美容整
形而言，美与不美是无法量化的
东西，那这种“改变”成功不成功
就不好说。而出现的维权困难也
多难在美没有一个评价标准。

（应本人要求小颖为化名）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摄影记者 刘海韵

不构成医疗事故
美和不美无评价标准

手术 不尽如人意
术后的双眼皮，“最明显的就是不

对称”，医生解释有恢复期。最终，医院为
她做了免费修复手术，可效果依然不尽
如人意，“问题反而变得更严重了，两边
眼睑仍旧严重不对称，疤痕明显，闭眼还
出现鱼鳞状褶皱，疤痕凹凸不平……”

啥时能办学生卡坐地铁享优惠？

龙泉驿区交通局：
逐步推进

同样是孩子，同样在成都，同样坐
地铁，龙泉驿区的中小学生却不能跟中
心城区的学生一样办理学生卡，享受乘
地铁和公交的优惠（成都商报昨日报
道）。昨日，龙泉驿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当地已可以办理老年卡，并享受
与中心城区老年卡一样的优惠政策，学
生卡的办理则需根据成都市、龙泉驿区
的统筹安排逐步推进、逐步实施。

龙泉驿区交通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该局以及下属相关单位在成都商报报
道后，非常重视学生卡的问题，并于昨
日专门召开会议进行讨论研究。“学生
卡的办理需要根据成都市、龙泉驿区的
统筹安排逐步推进、逐步实施。”

“不只龙泉驿，除了主城区，其他
区市县暂时都未实施学生卡，这要按
市上的统筹安排”，该人士表示，龙泉
驿区也是使用的成都市公交集团的公
交智能系统，学生卡的功能尚未启用。
即使系统开通了学生卡功能，还是需
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而且在公交融
合以前，有区财政专项资金，老年人早
就可以免费乘公交了。将来实施学生
卡了，“该由哪一级财政负责就会有相
应的财政补贴”。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停止检票未能乘车
旅客一拳打倒客运员

西南地区首例铁路工作人员起
诉旅客案昨开庭

检票口已停止检票，旅客想进站
乘车被客运员劝阻，旅客竟将客运员
一拳击倒。昨日，西南地区首例铁路工
作人员告旅客案件，在成华区人民法
院开庭审理。

1月24日10时40分，成都东站高架
层A23检票口前，因已到时间，检票口停
止检票，客运员李某关闭了进入站台层
的门。这时，旅客徐某和家人抵达检票
口，准备搭乘C6303次动车组，李某表示
检票口已关闭，建议他们改签下一趟
车。随后，徐某想强行通过检票口被阻
止，突然冲向李某，给了他重重的一拳。
成都车站提供的视频显示，徐某冲上去
给了李某一拳，李某踉跄倒地，后被送
至医院，诊断为头部、胸部软组织挫
伤。后经公安出面调解未果，李某对徐
某提起上诉，成华区人民法院受理该
案，并于昨日上午开庭审理。这也是西
南地区首例旅客因打铁路工作人员，
而进行诉讼并由法院审理的案件。在
庭审现场，被告徐某现场做出了口头
和书面道歉并当庭赔偿了原告医疗
费、误餐费、交通费、精神损害赔偿费，
合计赔偿1127元。成都商报记者 张舒

小颖是成都小颖是成都2424岁的在校研岁的在校研
究生究生，，人群中人群中，，她总是习惯性地她总是习惯性地
避开他人的眼神避开他人的眼神，，她最怕谁盯着她最怕谁盯着
她的眼睛看她的眼睛看，，哪怕无意地一瞥都哪怕无意地一瞥都
会让她感到极其不自在会让她感到极其不自在。。她会很她会很
快将头扭向一侧快将头扭向一侧，，不让旁人看到不让旁人看到
她左右不对称她左右不对称、、形态有些怪异的形态有些怪异的
双眼皮双眼皮。。她说她说，，割双眼皮手术前割双眼皮手术前，，
她就担心过会不会有疤痕她就担心过会不会有疤痕————
没想到没想到，，现在的情况比她原来预现在的情况比她原来预
想的严重多了想的严重多了，“，“就像一条扭曲就像一条扭曲
的蚯蚓趴在眼皮上的蚯蚓趴在眼皮上”。”。

合理吗？大丰夜市挨摊收费5-15元引质疑
高堆社区称收的是卫生费；大丰街办以及城管部门已对该夜市进行了清理

收的是啥费？
社区：卫生费

收费合理吗？
摊贩：我哪里晓得？

来这儿摆都得交，不交
你就摆不了。

社区：经居民自治
委员会和社区共同协
商决定收取。上级部门并
没有收费的相关文件，
“我们是根据实际需要。”

收费用在哪？
社区：主要用于夜

市的卫生，购买保洁服
务，还有收费人员和巡
逻人员的工资支出

在新都区大丰街道蓝光在新都区大丰街道蓝光··花满庭二期北门附近的街道上花满庭二期北门附近的街道上，，每晚都有一个夜市每晚都有一个夜市，，集中了很多水果集中了很多水果、、
蔬菜蔬菜、、日用品摊贩日用品摊贩。。几名收费员和巡逻队员每天都向各摊主收取几名收费员和巡逻队员每天都向各摊主收取55到到1515元不等的费用元不等的费用，，已持续很多年已持续很多年。。
如果不交费如果不交费，，社区的收费人员就堵在摊子前社区的收费人员就堵在摊子前，，不准经营不准经营。。对此对此，，社区认为是收取适当的卫生费社区认为是收取适当的卫生费，，摊主却摊主却
对收费的合理性生疑对收费的合理性生疑，，社区坦承收费并无明文规定社区坦承收费并无明文规定，，属于属于““根据实际需要根据实际需要”。”。目前目前，，新都区大丰街道办新都区大丰街道办
事处以及城管部门已对该夜市进行了清理事处以及城管部门已对该夜市进行了清理，，计划整治后规划有序经营计划整治后规划有序经营。。

维权 遭遇尴尬
小颖向医院提出退还手术费，并承担

她到其他医院做修复手术的费用，但未能
与医院达成一致。期间，小颖还到成都医学
会做了鉴定，结果为不构成医疗事故。“申
请伤残鉴定又不符合相应的标准，这又让
我通过司法程序解决变得困难。”小颖说。

收费人员向摊贩现场收费

小颖（化名）眼皮上的伤疤明显，左右有些不对称

收费人员给出的“收据”

只要有明火
快速公交一键破玻璃

男子拿着一瓶液体准备进入快
速公交站厅，服务员要求他接受检查。
被发现是汽油以后，男子恼羞成怒，夺
过汽油浇在身上，准备点火，被保安员
快速制服。6 月是安全生产月，昨日，
成都公交集团运兴巴士有限公司快速
车队在杉板桥一处公交场站举行了一
系列应急演练。

据驾驶员杜晓川介绍，若车辆行
驶中突发火险，会立即停车，一键开
门、一键破玻。乘客不要惊慌，朝远离
火源的方向，车头前进。只要有明火，
驾驶员就会一键破玻璃，前后的 4 面
大玻璃只需0.1秒就破碎，增加逃生通
道。乘客可以选择从门、窗逃离。

若 LNG 车辆出现严重燃气泄漏
的情况，乘客怎么办呢？驾驶员高俊介
绍，要听从驾驶员的引导，以免出现由
于惊慌造成的踩踏、摔伤，避免下车的
时候被其他车辆撞击。公交车会开启
5扇门，乘客应顺着车头方向，撤离到
快速公交左侧，靠近路边的地方。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省政府立法计划出炉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追责或入法

成都商报讯（记者 谢佳君）记者
昨日获悉，《四川省政府 2016 年立法
计划》已出炉，共有71件立法项目（含
5 件废止）列入其中。其中，重大行政
决策责任人终身追究制度，食品小作
坊、小经营店备案管理等或入法。

拟立法的地方性法规共10项，包
括《四川农村公路条例》、《四川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条例》、《四川省就业创业促
进条例》、《四川省食品小作坊、小经营
店及摊贩管理条例》等。省政府规章制
定项目10件，其中包括《四川省农房建
设管理办法》、《四川省重大行政决策责
任人追究暂行办法》、《四川省非机动车
管理规定》（修正）等。其中，《四川省重
大行政决策责任人追究暂行办法》的草
案代拟稿已公开征求意见，其中确立了
终身追究制度，责任追究方式包括批
评、责令公开道歉、停职检查、引咎辞
职、责令辞职、免职等。另外，《四川省旅
游条例》（修订）、《四川天府新区管理条
例》、《四川省居住证管理条例》等48件
调研论证项目也列入了立法计划。

安全生产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