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日下午，成都锦城绿道桂溪
公园西区施工现场，接连出现触
电、高空坠落、火灾等“险情”，项目
管理方根据应急预案组织抢险，配
合消防人员和医务人员将“险情”
一一化解。原来，时值安全生产月，
成都天府绿道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中铁建昆仑天府绿道成都有限公
司、中铁十六局举办了一场综合应
急救援演练。

“高空作业中高处坠落更是建
筑施工安全中的头号‘杀手’”，演练
人员介绍说，建筑工地上发生事故
的伤亡人员50%都是因为高处坠落

引起的。医护人员嘱咐说，有人发生
高坠后，旁边的人一定不要拎手拎
脚，也不要使用软担架，而要用硬木
板抬到安全区域。切记转移时需要4
个人，分别负责伤员头部、颈部、背
部和四肢。

记者了解到，锦城绿道是成都
天府绿道“三环”中的重要一环。中
铁建昆仑投资集团负责锦城绿道一
标段桂溪生态公园、锦城湖公园、中
和湿地。目前，标段一、二级绿道贯
通，桂溪生态公园已于6月15日全面
对外开放。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锦城绿道应急演练
触电高坠应该这样救护

高处坠落后的急救演练 摄影记者 刘海韵

120元包月吃火锅
11天被吃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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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上午，虽然已经苏醒并可与
人语言交流，但43岁的文女士仍然很
虚弱，甚至感觉说话也使不上劲。6月
19日晚，在宜宾莱茵春天商场一家快
餐店工作的文女士等员工，因隔壁阿
香米线采用烟雾杀虫剂杀灭蟑螂等害
虫，烟雾蔓延至一墙之隔的自家店内，
导致文女士等5名员工出现不同程度
的中毒症状或身体不适。

经肾内科邀请耳鼻喉医生会诊，
他们被诊断为“杀虫剂中毒”。

米线店杀虫
毒晕隔壁快餐店员工

2018年6月22日
星期五

20日晚上23点40分，锦江区糍
粑店街家门儿火锅店，就餐的最后
一桌顾客起身，与老板苏哲寒暄了
几句后，结账离开，4人消费200余
元。因为推出“120元包月免费吃火
锅”11天后被吃垮，这家火锅店经媒
体报道后全国闻名。6月20日，在停
业9天后，火锅店重新开业。

老板苏哲对此的说法是：顾客的
支持让我们决定重新开业，当然，他也
不避讳：“媒体都报道了，一下子就火
了，做生意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吃货们最关心的问题是：还有
120元包月的活动吗？答案可能会让
一些人失望了：没有了。“鉴于上次
的失败，我们现在转为常规经营模
式。”苏哲说。

重新开业：
转为常规经营模式
老会员可直接转成会员

6月12日，位于成都市锦江区糍
粑店街的家门儿火锅门口贴出通
知，表示要暂停营业，将为会员们办
理退卡等事宜。同时，在当天深夜，
苏哲在火锅店的会员群中吐露心
声，发表了上千文字讲述了创业经
历及停业原因，并表示将解散群。让

苏哲感到意外的是，在他发出了这
条长文后，顾客们纷纷给予火锅店
鼓励与支持。

苏哲说，事后，股东们通过商
议，一致认为这家店还可以继续经
营下去。当然，苏哲也没有避讳，媒
体报道对他们重新开业的影响。“火
锅店垮了后，很多媒体来报道了，火
锅店一下子就火了，做生意的肯定
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6月20日上午10点，经历了重整
之后，火锅店重新开门营业。在得知
该消息后，老顾客们纷纷前来捧场，
生意十分火爆。“今天一共翻了66
台。”晚上23点20分，当成都商报记
者来到火锅店时，仍有两桌顾客在
吃，对于工作日来说，生意相当不
错。“我是老顾客了，晓得他们家重
新开业，专门过来支持。”顾客卿先

生告诉记者，他是看重这家火锅店
能够勇于承担责任，年轻人创业不
容易，火锅店重新开业，自己还特意
帮忙拉了3桌客人来。

在停业的9天里，股东们四处东
拼西凑，将欠债还清，并预留了15万
作为店铺的运营资本。苏哲透露，鉴
于上次营销失败，目前不再有“120
元吃1个月火锅”会员制，经营方式
转为常规的火锅店经营模式，推出
菜品折扣和会员折上折等活动。记
者从新制作的菜单上看到，一份鲜
毛肚售价为32元，会员价为28元，与
普通火锅店的销售大同小异。

“老会员可以直接转成会员，新
顾客消费100以上或充值100元也可
成为会员，享受优惠。”据苏哲介绍，
开业后大多老顾客都来照顾生意，继
续成为新会员，人数已达到488名。

火锅店重新开业
包月没了 转为菜品折扣

据文女士和其同事陈先生介绍，
19 日 22 时 50 分左右，店里已经结束
了一天的营业，客人全部离场。文女士
等5 名员工在餐厅做扫除工作，准备
打烊。在后厨工作的文女士突然感觉
有皮肤发痒等不适症状，仔细检查发
现餐厅有烟雾弥漫。“我们以为是着火
了，于是全部退出餐厅，并拨打了
119。”文女士回忆。

当天23时许，宜宾119指挥中心
接到报警，指令距离莱茵春天最近的
宜宾市公安消防支队特勤中队出警处
置。成都商报记者从消防部门了解到，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后，发现整个餐厅
确实有很浓重的烟雾，但认真排查后
并未找到着火点也未发现险情，因此
怀疑烟雾由附近其他地点冒出。

“我们与莱茵春天物管方取得了
联系，询问是不是从隔壁冒出烟雾。”消
防救援人员称，当时隔壁的店铺“阿香
米线”已下班，大门紧锁。此后，物管向
消防人员反馈称，“阿香米线”正在采用
烟雾型杀虫剂杀虫，并非店铺起火。

“物管也给我们说阿香米线请的
正规杀虫公司，采用安全杀虫剂杀
虫。”文女士告诉记者，了解情况后消
防撤离了现场，他们也以为安全，便再
次返回餐厅工作。但是进店不久，员工
陈先生等感觉身体不适，进入厨房两
分多钟就退到了店外，而文女士呆了
几分钟后，实在熬不住退出来，当场晕
倒在地。

见此情景，其他同事拨打120，文女
士和陈先生等被送往宜宾市第一人民医
院肾内科。医院病史摘要显示：患者因吸
入杀虫剂后头晕、恶心、四肢麻木2+小
时入院。21日上午，经肾内科邀请耳鼻喉
医生会诊，诊断为“杀虫剂中毒”。

负责除虫的公司名为宜宾市神
鹰灭鼠除虫服务有限公司，该公司
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天为阿香米线
除虫使用了化学防治、物理防治等
多种灭虫方式，主要是除蟑螂，所以
使用了杀蟑烟剂。杀蟑烟剂是一种
在密闭空间里点燃后使用的烟雾状
杀虫剂，可以辐射到其他杀虫方式
不能及的小角落。

该负责人称，据公司工作人
员大体判断，这家阿香米线的环
境是可以使用杀蟑烟剂的。当天
晚上近 23 时使用了杀蟑烟剂，工

作人员 24 时许接到电话（隔壁有
人员中毒）。虽然对方说烟雾冒到
那里去了，但工作人员过去查看
时并没有看到有烟雾的状况，也
没有看到有人中毒的结果，只听
说“病人被送走了”。

该公司一位技术人员告诉成都
商报记者，在使用类似除虫烟雾前，
工作人员都会把食材、餐具等进行
收捡或覆盖或撤离等处理。如果不
覆盖，肯定会吸附有一定残留，不过
只需要打扫卫生即可。

该技术人员说，第一次遇到

这家除虫、烟雾泄漏到别家去的
情况。公司使用的都是卫生杀虫
剂，纯度高、低毒，对环境和人体
是友好的。除虫过程中，工作人员
会要求所有人员撤离。到目前为
止，该技术人员不知道隔壁的装
修结构，现场也看不出具体情况，
估计是通风系统或吊顶是通的，

“如果可以预计到这种情况，肯定
会通知对方人员撤离”。这家公司
称，已经连续多年为“阿香米线”
除虫，但小角落（除虫）不行，这次
才选择了烟雾型。

据文女士介绍，事发后“阿香米
线”派人于 20 日晚看望了她，并于
当晚反复请示其公司领导后，为文
女士垫付了 1000 元住院费。“刚开
始他们说只交 500 元，我们觉得太
少了，还不够一天的费用。”

21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
位于宜宾城区东区繁华地段的莱茵
春天，发现事发两家餐厅紧紧相邻，
均在正常营业。快餐店员工称知道
此事，但不知道原因，怀疑烟雾从天
花板蔓延过来。12 时许，一名自称
负责宜宾、泸州店的郭经理，一直在

“阿香米线”大门口给上级打电话，
汇报杀虫剂中毒及患者相关情况、

垫付费用等情况。
成都商报记者出示记者证并表

明来意后，郭经理表示要请示上级，
并留下记者电话称会及时联系记
者，回应此事。18时后，成都商报记
者仍未收到阿香米线方面的回应。
成都商报记者再度致电郭经理，意
外的是，郭经理称：“昨天下午刚到
宜宾，并不知道杀虫剂中毒一事；询
问餐厅多名员工，也未发生杀虫及
杀虫剂中毒事件。”

宜宾食药监系统相关人员分析
认为，这一情况的出现，可能与工作
人员对灭杀环境判断不准确有关系。
在杀虫过程中，必须要保证在密闭空

间内，有效地隔离食材、餐具等设备，
防止杀虫剂粘附到食材、餐具上，对
人体造成损害。除虫后还要对相关设
施设备进行清洗，避免残留。“餐饮企
业注重餐厅环境是好事，但使用杀虫
剂一定要慎重，必须保障安全。”

四川方策律师事务所郭刚律师
就此认为，这是多因一果的法律关
系，依据谁侵权谁负责的原则，“阿
香米线”与杀虫公司应对外泄烟雾
致员工中毒一事承担连带责任，若
有证据能证实物管未尽到管理提醒
义务的，也应对此承担一定的补充
责任。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袁伟
摄影报道

对话老板

米线店杀虫
隔壁店里员工被熏晕

隔墙中毒

估计通风系统或吊顶是通的
如果预计到会通知撤离杀虫公司

杀虫要保证在密闭空间
应隔离餐具、食材食药监

成都商报：有人质疑，120元免费
包月是一场策划，甚至包括关门本
身，也是策划的一部分？

苏哲：停业和重新开业都不是营
销方案中所设计的，是因为营销策划
方案失败，导致我们不得不赶紧收
手。我们的策略是120吃一个月，本以
为能够承受下来，但成本没控制好，
导致了亏损，这个是我们关门的主要
原因。后来，意外有了媒体的报道，在
全国火了起来。在我们没出名之前，
确实已经准备关店了。

成都商报：既然已高额负债，什
么原因让你们决定重新开业？

苏哲：第一，是因为顾客的支持
和员工的不离不弃；第二，媒体的报
道也有一定影响。宣传力度大，一下
子就火了，做生意肯定不会放过任何
机会，希望能借势越走越好。

成都商报：如何说服其他股东呢？
苏哲：不用说服，当看到顾客们

的支持后，股东们一致认为这家店还
可以继续经营下去。

成都商报：现在重新制定了新的
会员制度，是否考虑过盈亏？

苏哲：肯定要考虑，要谨记前车
之鉴，不想再发生管理上运力不足的
事情。目前的模式是火锅店常规经营
方式，并推出优惠折扣。

成都商报：之前曾经计划打造一个类
似美团的平台，现在这种想法改变了吗？

苏哲：“打铁必须自身硬”，在这家
店没做好之前，我们的想法是不可能
实施的，现在最基本的是要先站稳脚
跟，再说下一步的规划。按照目前的模
式，只要客流量正常，是能够坚持经营
下去的。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吸取前车之鉴
先站稳脚跟再谈其他

火锅店重新开业 摄影记者 刘海韵

中毒的文女士还未出院

随着互联网的深入，电子商务
和快递物流已成为每个人的“生
活必需品”。一项政策的出台可能会
给你带来更多方便——为了推进电
商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四川省近
日印发了《四川省推进电子商务与
快递物流协同发展实施方案》（以下
简称《方案》）。

快递配送车辆的规范要求是上
述文件的重点之一。《方案》提出，四
川将对配送车辆推进规范运营，强
化通行管理。其中就包括了对快递
服务车辆实施统一编号和标识管
理，配发快递车辆专用通行证。

同时，城市要为快递车辆“让
利”，逐步解决快递配送车辆“通行
难、停车难、作业难”问题。

记者注意到，《方案》提出要完
善城市配送车辆通行管理政策，根
据区域车流量情况，明确城市配送

车辆分时、错时和分类停车要求。科
学规划城市配送车辆专用临时停车
位，在有条件的区域划定一批配送
车辆临时装卸停靠点。

对于当前社会关注的快递车辆
停车问题，四川还将完善停车位标
志标线，制定相应停车管理办法，防
止停车设施被挪用、占用，适当放宽
对快递专用电动三轮车等车辆的通
行限制。

除了方便物流从业者外，《方
案》还基于消费者利益提出建立健
全电子商务信用信息管理制度。四
川将推动电子商务和快递物流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加强对电商企业
产品质量和广告宣传的监管，及时
发布网络消费警示信息，建立不良
信誉的电商、快递物流企业及从业
人员“黑名单”制度，促进诚信合法
经营。 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四川推进电商与快递物流协同发展：
推进快递配送车辆规范运营
配发专用通行证

夏天到了，马路上飞驰而过的
垃圾清运车总是会让人避犹不及，
如果再喷洒几滴“不明液体”，浓烈
的味道一定让人难以忍受，这一
点，就连开车的师傅也表示难以忍
受了。

6月21日，记者从武侯区城管局
了解到，通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试验，
他们在清运车上加装了防滴漏装
置，通过导流管将罐体中的残留液
体运输到车底收集箱，从而避免了
滴洒在路面上。

垃圾清运车“侧漏”
路上边跑边留痕

从川藏立交附近的垃圾处理站
到垃圾填埋场，有40公里的路程，穿
街道、跑三环，一趟下来要花一个多
小时。“这里建站比较早，一些垃圾
清运车都是2008年的，罐体都开始
老化了。”武侯区城管局汽车队副
队长肖宜甫介绍说，车子满载后有
30多吨重，每天有90车生活垃圾运
往填埋场。

“以前处理站设计的处理能力
是800吨一天，现在已经超过了负
荷。”肖宜甫说，现在每天要处理
1300吨左右的生活垃圾，而生活垃
圾在运输途中的污水滴漏现象一直
是固废处置中的难题，车辆老化、罐
装容器锈蚀，让这些液体渗漏出来。

“夏天渗漏的问题最严重。”他解释
说，夏天这些车中的含水量高达
10%，风风火火跑起来，车子尾部就
是一行黑色印记，如果落在三环路，
清理起来也比较困难。

4次试验用尽办法
率先破解滴漏难题

怎么解决这个滴漏问题？车队
也开始了“头脑风暴”。一开始，大家
商量用一种塑料彩条布挂在车厢尾
部，将滴漏的液体兜住，“很快就有
师傅出来反对了。”肖宜甫说，车子
常年在外跑，这些彩条布容易坏，而
且要取下来工作量还比较大。

后来大家开始尝试增加密封条

的方式，不过，罐体后的阀门天天活
动，这些密封条很快就不能正常运
作了。“更换一次要一两千元，成本
也比较高。”肖宜甫说，这个方法同
样被证明不可行。随后大家又开始
校正罐体门，但这些都不是长久之
计。最后，车队提出将车子停靠中转
站的时间延长，试图让车内的液体
尽量滴干净了再上路，不过，这样的
方式降低了垃圾清运的效率。

肖宜甫表示，最后车队联合汽
修公司对车辆和垃圾存储容器进行
自动化收集、一键排放技术改造，终
于在全市范围内率先破解滴漏难
题，中转站也成了其他站点“取经”
的地方。

加装导流装置
驾驶室可以一键操作

“到目前为止，已改造了垃圾
中转车43台，垃圾容器78个。”肖
宜甫说，垃圾中转车在运作时会将
五米六长的罐体卸下来，竖立放置
在垃圾站下方等待数吨垃圾的压
缩填充。而压缩好后，中转车会再
用拉臂钩把罐体慢慢放平，重新安
装到车上。

由于罐体两端开口用于投放垃
圾和卸载垃圾，因此罐体和门之间
的接缝就容易产生污水滴漏现象。
车队最终在罐体接缝处下端加装集
水槽、导流管，车体加装污水收集
箱、气动排水阀，然后指定驾驶员通
过实际使用检验改进效果。

“其实最开始效果也不理想，集
水槽流出来的污水不能准确地流到
车体上的导流管中。”肖宜甫说，工
作人员又在车体的导流管接收端装
上了一个滤网，面积足以把罐体导
流管上流下的污水全部接住，滤网
则可以把污水里的渣滓过滤出来，
以免堵塞车体导流管道。

肖宜甫说，只要按下驾驶室里
安装的气动按钮，污水就自动排进
污水收集箱，有效解绝了污水滴漏
问题，而改造出的车子也大大地减
轻了道路路面污染问题。

成都商报记者 宦小淮

垃圾清运车加装防滴漏装置
不再“随地乱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