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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朋友“抢单”不成，
杨某一气之下迁怒饭店老
板朱某，在互殴中反被打
成二级轻伤。事后，杨某将
朱某告上法庭，在庭审中
提出附带民事诉讼，要求
法院重判并向朱某提出15
万元索赔。近日，这起由
“抢单”引发的案件在龙泉
驿法院审结，老板朱某由
于具有自首、认罪认罚情
节，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
月，缓刑1年。

抢着买单不成 迁怒饭店老板被打伤
饭店老板被受伤顾客告上法庭，认罪认罚被判缓刑

时间过得飞快，一转眼，离成
都商报买够网举行的春季滋补特
卖会已过去3个多月。当时，买够网
产品团队给注重健康的朋友带来
了瓶装三七粉，天天热销的情景仍
历历在目。

进入夏季以来，不断有读者给
买够网打来电话，询问什么时候还
能再买优质又实惠的滋补品，他们
大都是在买够网生活馆买过滋补
品的市民，还有的是看到周围朋友
买过，知道买够网生活馆特卖的产
品品质上乘、价格实惠。

应读者朋友要求，经过精心筹
备，从本周五起，买够网生活馆将
为蓉城市民带来一场为期3天的
夏季滋补特卖会。不同于以往，这
次，买够网产品团队带来的重磅产
品，是最近在中老年朋友圈非常流
行的四宝粉，市民来现场可以根据
需要选择不同规格、价格的滋补品
组合打粉，最低只要280多元就能
买到一斤四宝粉。而且，现场下单
一斤以上（含）四宝粉，还送绿萝花
茶一瓶。

吃四宝粉
成时下流行滋补方式

最近，中老年朋友圈开始流

行吃滋补四宝粉。在许多商店，关
于四宝粉的介绍也被摆在显眼位
置。部分吃过四宝粉的朋友这样
评价，“滋补四宝粉，家有一老常
备它”。

究竟什么是四宝粉？专业人士
介绍说，四宝粉是三七、石斛、西洋
参、丹参按照一定科学配比混合打
成的粉。这四种滋补品，每一样都
深受养生人士喜爱。其实，早在古
代典籍中就有关于这几种滋补品
的记载。

购买灵活
可组合打粉可单买

“很多朋友都晓得，瓶装四宝
粉价格不算便宜，这次我们为了给
大家送实惠送健康，特意优选了滋
补品供应商，为大家带来不同规
格、价格的三七、石斛、西洋参、丹
参，市民可以根据需求来自己组合
打粉，最低只要280多元就能买到
一斤现磨的四宝粉。”买够网生活
馆店长高伟介绍，在周五开始的特

卖会上，产自云南的三七天然水
洗，个头饱满，未经过任何打蜡抛
光处理；产自云南的石斛干条营养
价值高，有铁皮干条和紫皮干条可
选；西洋参是按整支出售，营养价
值比切片更高；人工丹参和野生丹
参的价格差也比较大。

为了方便市民，特卖会上的四
种滋补品都是分别称重，现场有两
台打粉机，既可以组合打四宝粉，
也可以分别打粉。主办方将提供罐
子、自封袋等。 （余兰）

婴幼儿皮肤异常
当心是瘤！

很多宝贝刚出生时，皮肤原本
是滑滑嫩嫩的，谁知过了一段时
间，有的宝宝皮肤上出现红色血
丝，还有的就像被蚊虫叮咬过，有
的又像是湿疹……然后就逐渐凸
起，变成红色的瘤体，等到医院检
查才知道这是血管瘤！

谢世春医生指出：婴幼儿血
管瘤在普通新生儿人群中的发生
率为1.1%~2.6%，但在1岁时发生
率增加到12%（摘自人民军医出
版社《血管瘤与血管畸形诊疗图
谱》）。在调查中，绝大多数患儿
家长都表示，曾听到过产科、儿科
医生“血管瘤可以自行消退、等等
再说”的说法。然而，婴幼儿血管
瘤可分为草莓状血管瘤、海绵状
血管瘤、蔓状血管瘤、毛细血管瘤
等多种类型，其中，仅草莓状血管
瘤存在一定自行消退的可能。

在 需 要 治 疗 的 血 管 瘤 患 儿
中，只有少数患儿得到科学诊治，
大多陷入了“等待观察”的误区，
其结果是血管瘤持续增长，不得
不选择手术切除和整形修复，使
这些患儿遭受了本不应该的治疗
之苦。

为使广大家长尽早发现血管
瘤，现有专业医疗机构开展“婴幼
儿血管瘤免费筛查计划”。该活动
旨在能够帮助家长认识孩子身上
的血管瘤问题，并提供有效的治
疗方案。

即 日 起 至 7 月 15 日 ，凡 是 通
过健康热线报名接受治疗的患
儿 将 享 受 首 次 治疗费减半的优
惠。

四川名医健康：028-69982575

近日，共享单车用户圈中流行
起一款名为“全能车”的软件，使用
这款软件时，用户只需支付一份299
元的押金，在成都便可使用摩拜、ofo
等多个品牌的共享单车。

软件方称“有给（各品牌共享
单车）押金和车费，未从中获益”，但
多家共享单车公司表示，该软件并
未获得官方授权，已着手封禁并准
备诉诸法律。有单车公司指出，该软
件利用注册的假账户冒充真实用户
发出骑行请求，用户使用过程中若
发生事故将难以获得共享单车的
保险保障。

冒出一个“全能车”
可骑多家共享单车
成都有人在用

去年11月以来，随着在成都投
放的共享单车品牌增多，市民手机
中安装的APP也变多。不过，近日有
一款软件引发了用户关注。成都商报
记者注意到，该软件名为“全能车”，
根据软件中可用车型说明，注册后向
它支付299元押金，可以扫码骑行市
面上的9款共享单车，其中包括摩拜、
ofo以及永安行。

成都商报记者下载该软件后，
注册并完成实名认证。根据指引，
新用户在3天的免押金体验期后，
继续使用需支付299元押金。记者
使用该软件在红星路二段随机扫
描了摩拜ofo以及永安行单车，除
了永安行单车显示“升级维护”未
能打开外，其余单车均成功开锁，
并可以顺利骑行和结账。用“全能

车”结账时，这些单车均未收费。记
者了解到，近几日摩拜单车均推出
免费骑行活动，小黄车则是周末免
费、工作日收费。

“该软件在全国范围内有使用，
我们已经注意到了。”ofo成都地区相
关负责人表示，目前在成都有用户使

用，“还处于一个很少量的情况。”
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全能车”

相关负责人，她向记者展示了一张
软件在四川的活跃用户热力图。记
者注意到，该软件除了在成都有较
高热度，在绵阳、乐山以及德阳、什
邡也有热度。

多家单车公司：
未提供授权
此软件隐含很多风险

“摩拜单车从未对这款软件提
供授权，并已经通过各种技术手段
进行持续封禁。“摩拜单车方面表

示，欢迎消费者继续通过摩拜单车
APP或微信小程序使用摩拜单车。

ofo成都相关负责人也到，“全
能车”是以大量他人的身份证完成
注册和实名认证，然后为用户开锁，
对用户带来车险上的风险，“骑行过
程中出了事故，用户权益得不到保
障，因为共享单车公司看到的并不
是实际使用者发出的骑行请求。”他
表示，公司的法务部门已注意到此
情况，“应当正在沟通中。”

软件方：
“未从中获益”
给了各单车公司押金和车费

“全能车是二次共享平台，基于
用户角度出发。”上述“全能车”相关
负责人表示。她介绍，“全能车”对于
各品牌共享单车，“都有给押金和车
费，并没有从中获益、额外收取用户
费用”。

不过，“全能车”没有投放实体
共享单车，却向用户收取押金也引
发了质疑。对此，该负责人表示，“缴
纳押金是对于共享单车的一种保
护，也是共享服务的一种信任。”此
外，她也表示，使用“全能车”的用户
注册信息完全保密，不存在泄露盗
用，“目前为止没有收到任何关于身
份证被盗用的投诉。”

“再次申明，我们付出了服务、
押金、车费，不存在空手套白狼，更
不会盗用用户信息去做别的事情，
这是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她说。

成都商报记者 彭亮
摄影记者 张直

四川省检察机关
对四名厅官提起公诉

据新华社电 四川省人民检察
院4日对外公布了4起职务犯罪案件
的进展情况。检察机关对宜宾市原
副市长、公安局长魏常平（副厅级）
等4名厅级干部依法提起公诉。

根据眉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魏常平涉嫌利用职务便利，在工程
承揽、经营承包、特殊车牌办理等
事项上为他人谋取利益，索取或收
受他人贿赂款。

根据乐山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德阳市原市委常委、副市长杨恩林
（副厅级）涉嫌利用职务便利，在项
目规划设计方案审批、工程招投标、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减免等事项上
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他
人贿赂款。

根据宜宾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原副州长杨长
清（副厅级）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在
工程承建及贷款审批、核销等事项
上为他人谋取利益，多次收受他人
贿赂款。

根据自贡市人民检察院指控，
达州市委原副书记易杰（副厅级）涉
嫌利用职务便利，在工程承揽、经营
承包等事项上为他人谋取利益，多
次收受他人贿赂款。

2016年9月26日晚，杨某与朋友
在龙泉驿区某饭店用餐。晚8时许，当
杨某来到收银台准备结账时，老板娘
何某告诉他，其朋友已抢先买单。因
为“感觉面子受损”，杨某与老板娘何
某、老板朱某争吵了起来。随后，双方
发生抓扯、打斗。打斗中，朱某将杨某
鼻部、眼眶打伤。

杨某被打伤后进入该饭店厨房，

拿出菜刀意欲还击，被他人阻止。见
此情形，老板娘何某跑出店外报警，
与老板朱某一起等待警方前来处理。
后经鉴定，杨某所受伤为轻伤二级。

事发后，朱某支付了杨某的医
疗费及相关费用9000余元，但未能
就民事赔偿与杨某达成一致，也未
能取得杨某的谅解，被杨某告上了
法庭。

诈骗5250万元潜逃16年
四川抓获一名“红通”逃犯

4日，据四川省公安厅通报，6
月13日，四川警方成功将漂白身份
潜逃16年之久的红通逃犯白某缉
捕归案，取得“猎狐2017”专项行动
重大战果。

2001年4月至11月，犯罪嫌疑
人白某使用伪造财务专用章，冒用他
人名义、骗取4家公司共5250万元购房
款后潜逃境外。

2001年12月6日，成都市公安
局以白某涉嫌诈骗犯罪立案侦查；
2002年4月19日，成都市人民检察
院以涉嫌诈骗罪对白某批准逮捕；
2007年6月，省公安厅通过国际刑
警组织对白某发布红色通报。

“猎狐行动”开展以来，四川警
方将白某列为重点追逃对象，在公
安部珠海边检总站协助下，最终发
现白某已改名换姓，“漂白”身份潜
回国内。6月13日，经过周密部署，
警方成功将白某抓获。目前，该案
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滋补四宝粉 家有一老常备它
买够网生活馆周五起特卖四宝粉，精选三七、石斛、西洋参、丹参，自选组合打粉价格实惠

滋补品特卖价格

云南三七：60头规格，288元/斤
40头规格，378元/斤

铁皮石斛干条：1.2元/克
紫皮石斛干条：0.8元/克
山东产西洋参（小支）：0.8元/克
美国产西洋参（大支）：1.2元/克
云南丹参（人工）：38元/斤
云南丹参（野生）：128元/斤

四宝粉怎么吃？

专业人士建议，温开水冲服，
早晚各1次，每天5克。

买够网生活馆
四宝粉特卖会

时间：2017年7月7日（本周
五）~9日（本周日）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花牌坊
街185号（省档案馆隔壁），可以
乘坐4、7、37、62、340路公交车抵
达附近。自驾前往，有停车位。

咨询热线：028-86626666、
028-87533742

（广告）

一款软件“打通”9款共享单车
多家单车公司：未授权，已着手封禁

法院审理认为，朱某与杨某
因口角纠纷而发生抓扯、打斗，造
成杨某轻伤，其行为已构成故意
伤害罪，应依法惩处。但朱某具有
自首情节、认罪认罚，且杨某对自
身受到的伤害有一定的责任、朱
某用实际行动表明了愿意承担
相应的民事赔偿，故尽管朱某因
客观原因未能取得杨某的谅解，
法院仍判处朱某有期徒刑6个
月，缓刑1年。

对于杨某的附带民事诉讼请
求，因朱某已实际支付了杨某的
医疗费等相关费用，杨某未能就
误工费提供证明，而残疾赔偿金
和精神抚慰金不属于刑事附带民
事诉讼支持范围，因此未能得到
法院支持。

据承办法官胡栋梁介绍，该
案是龙泉驿法院按照认罪认罚改

革实施意见审理的首例案件。之
所以判处缓刑，主要是考虑到被
告人的社会危害性不大，且认罪
认罚。至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要
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则只是考量
因素之一。

“只要被告人用实际行动表
明了认罪认罚，在符合缓刑其他
条件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判处
缓刑。”胡栋梁表示，本案被告人
和受害人尽管未能达成谅解，但
未能达成谅解的原因是被害人提
出的赔偿请求明显不符合司法公
平的巨额要求，且被告人通过暂
存一定款项到法院专户的行为，
表明了其愿意在合理范围内赔偿
被害人损失的意愿，符合认罪认
罚的要求。

成都商报记者 周茂梅
实习生 祝浩杰

庭审中，被告人朱某对原告起诉
指控的事实和罪名无异议，但其辩护
人提出本案中被害人杨某有过错，被
告人朱某系防卫过当而构成故意伤
害罪，应减轻被告人朱某的刑事责
任。同时，他提出，被告人朱某系初
犯，已支付被害人杨某医疗费等费
用，认罪、悔罪态度好，请求从轻处罚
等辩护意见。而被害人杨某则请求对

被告人朱某从重处罚并适用实体刑。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杨某提出附

带民事诉讼请求，要求被告人赔偿伤
残赔偿金6万元，误工费8万元，精神损
害抚慰金1万元，共计15万元。对此，朱
某表示愿意承担相应民事责任，但15
万元的赔偿要求过高，暂存30000元于
法院财政专户，用于履行生效法律文
书所确认的民事赔偿义务。

“抢单”不成反被殴 不满赔偿告上法庭

轻判还是重判？15万索赔是否获支持？

具自首情节，认罪认罚
饭店老板被判缓刑

焦点

事件 判决

昨日，记者尝试用“全能车”软件扫码摩拜等共享单车，均成功开锁

进口西洋参

石斛干条 特卖滋补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