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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我被困在电梯里了，电梯的
编号是XXXXXX，快点来救我……”
昨日下午，位于青羊正府街的珊顿道
小区，一场电梯应急救援演练正在进
行。拨打96933，报上电梯3D防伪激光
二维码编号，就能自动校准电梯的
GPS坐标和维保单位，从而由接警中
心“派单”，让救援人员在30分钟内赶
到现场实施救援。

作为2018年成都十大民生实事之
一，成都已建立电梯困人应急处置平
台，自今年11月6日试运行以来，一周
内共接听报警电话430通，困人报警
114起，解救被困人员243人。

打96933报二维码编号
立刻定位被困地点

在位于金牛区的接警中心内，大
屏幕上实时显示报警电梯的信息，这
里就是全市12.6万多台电梯的“控制
中心”，依靠每台电梯上的3D防伪激
光二维码，准确采集了每台电梯的详
细地址、基本信息、使用单位、维保单
位、地理坐标等信息，当报警电话打
来时只要报上二维码编号便能立刻
定位。

成都市质监局特种设备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接警中心目前已配备10人
的接听坐席接听报警电话，同时具备
接受APP、应急按钮、微信公众号等其
他途径报警的能力。坐席值班人员
7x24小时值班，保证不错过每一个报
警电话。

“每一个报警电话都有三级救援
力量覆盖，确保能紧急救援。”该负责
人介绍，救援分为三级：一级救援由
困人电梯的原维保单位实施；二级救
援由全市统一安排147个救援点，充
分考虑电梯数量的分布以及救援路
程，保证30分钟能到达困人电梯，由
实力强、维保质量高、愿意承担社会
责任的维保单位承担救援任务；三级
救援由119进行救援。该负责人介绍，
目前全市中心城区正在持续推进二
级救援点位的建设，争取以街道为网
格，织密救援网络。

电梯自带呼叫系统
自动转接救援平台

电梯内没信号，打不通电话怎么
办？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除了电话报
警，电梯自带的呼叫系统也能自动转
接至96933平台，确保求救信息能及时
传递出去。

等待救援时该如何自救？“在等待
救援的时候，乘客要保持冷静、远离厅
门，一定不能扒门。”该负责人介绍，国
内其他城市曾发生乘客被困电梯因自
行扒门造成的悲剧，门开后乘客从电
梯轿厢与井道壁之间的缝隙掉下去，

“正规的救援方式是盘车将电梯盘平，
到达门区后跟地面齐平，救援人员从
外面开门，乘客再出电梯。”

被困电梯后乘客会不会缺氧？“国
标要求每台电梯至少有两台风机，保
证空气流通。”该负责人介绍，风机和
应急照明灯都由电梯控制板上的蓄电
池供能，蓄电池每个月都会接受维保，
即使遇见突发情况也能保证电梯内乘
客的安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茜妮

成都妈妈网上热议：
“粉葫芦”断货了

“昨天去药房没买到伊可新，说
成都都要断货了。”近日，一名妈妈
在微博上说。“我也是成都的，今天
去买伊可新，就是买不到了，一条街
上七八家药店都没有。”另一名妈妈
跟帖说。

还有妈妈说：“成都真的到处都
断货了。”该药品生产厂家达因药业
官方微博回复她们：“抱歉，如果您
在当地购买不到，可以在网上有售
药资质的药店购买。”

可记者点开各大外卖软件，搜
索“伊可新”，结果显示，只有适合一
岁内服用的“绿葫芦”在列表上。早
在10月份，阿里自营药店就传出“粉

葫芦”下架的消息，达因制药母公司
山大华特于10月15日在全景网投资
者关系互动平台上称，是由于阿里
前期促销活动导致货源不足。

“现在只有绿葫芦，粉葫芦到处
都买不到。”金牛区一家药房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伊可新已经断货一个
月左右。随后记者又走访了青羊区、
锦江区、成华区多家药房，均被告知

“粉葫芦”已断货1个月左右，不知道
何时恢复供货。另有一家市级公立
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该院药
房近日也出现“粉葫芦”断货。

但各大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依然
保持供应，记者联系了望江路、抚琴
路、建设路、晋阳路等十几家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均称“绿葫
芦”和“粉葫芦”都在正常销售。多家

药房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说，如果买不到“粉葫芦”，可以选购
其他品牌的维生素AD胶囊。“只要
是补维生素AD的都可以。”一名儿
科医师告诉记者。

官方回应：
生产线改造完后恢复供应

据了解，伊可新的生产厂家为
达因药业，即上市公司山大华特的
控股子公司。作为达因药业的主打
产品，伊可新已经连续14年位居同
类产品市场占有率第一，也为达因
药业贡献了较大的营收。数据显示，
达因药业2017年营业收入为11.9亿
元，伊可新单品为公司贡献了超过
10亿元的收入。在网络上，伊可新被

妈妈们称为“明星药”、“网红药”。
11月7日，有网友询问伊可新是

否出问题了？达因制药官方微博在
11月9日回复称“伊可新维生素AD
滴剂全国销售正常”，并提醒“请不
要相信任何谣言”。13日下午，达因
制药最新回复网友：“由于我司生产
线升级、设备调试导致出现供应不
足，生产线改造完毕后相信很快就
会恢复供货。”据北京商报报道，山
大华特方面称目前设备问题已经解
决，会陆续恢复供应。

伊可新的营销收入直接影响到
山大华特业绩。根据山大华特2018
年三季报显示，公司前三季度实现
营收、净利分别为12.79亿元、1.43亿
元，同比减少5.04%、33.74%。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据媒体报道，用于预防和治疗维生素A及D缺乏症的
儿童药明星产品伊可新，在北京、新疆、福建和四川成都、
德阳等地出现断货现象。

据了解，伊可新为维生素类非处方药品，该药品根据
婴幼儿年龄，分别为适合一岁内服用的“绿葫芦”款，及适
合一岁以上服用的“粉葫芦”款。记者走访发现，“粉葫芦”
的确在我市各大药房断货一个月左右，甚至少数公立医院
也断货，不过“绿葫芦”一直在正常销售。记者还在多家社
区医院了解到，目前两款均在正常销售。

11月13日，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组
织召开四川深化民营和小微企业金融
服务新闻通气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会上
获悉，民营企业贷款包括集体控股企
业、私人控股企业、港澳台商控股企
业、外资控股企业贷款和个体工商户、
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全部企业贷
款包括民营企业贷款和国有控股企业
贷款。据介绍，截至9月末，全省民营
经济各项贷款余额1.53万亿元，较年
初增加561.9亿元，占全部企业贷款余
额的41.03%。

为支持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发
展，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近期联合省工
商联、省地方金融监管局专题召开了
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座谈会，现场征求
民营企业金融服务工作意见。人民银
行成都分行相关负责人称，下周将召
开四川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大会，期
间将举办民营企业金融支持论坛，全
面支持民营企业发展。2018年前三季
度，免征农户、小型企业、微型企业及
个体工商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增值税
5.56亿元。

据介绍，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还加
强货币政策工具运用。积极对接银行
间市场，在全国率先发行“双创”债务
融资工具。针对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
融资抵押难题，积极探索创新。在支持
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方面，各金融机
构纷纷采取了单列信贷计划、降低融
资成本、增设专营机构、改进激励约
束、提高不良容忍度、发展线上融资等
多种方式。

人民银行成都分行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人行成都分行将继续引导
金融机构对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一视
同仁，运用好信贷支持、债券融资和股
权融资支持工具“三支箭”，有的放矢，
全面做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工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斌

九月末四川民营经济贷款余额
新增561.9亿元

排列3第18310期全国销售
14726790元。开奖号码：367。直
选全国中奖9468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6全国中奖12445注，单注
奖金173元。7830300.63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排列5第18310期全国销售
10327570元。开奖号码：36749。
一 等奖56注，单注奖金10万元。
244108496.4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7星彩第 18133期全国销售
11413678 元 。开 奖 号 码 ：
9687371，一等奖：0注；二等奖30
注，每注奖金10312元；三等奖135
注 ， 每 注 奖 金 1800 元 。
（29030386.3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
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
年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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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8133期开奖结果：02 04
11 12 18 32+13。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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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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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人唐家勇

““二八二八””自行车
自行车

“虽然现在共享单车
遍布城市的每个角落，但这
种‘二八’自行车很少见
了。”因爱好收藏民俗“老物
件”，资阳市雁江区的唐家
勇办起了私人民俗博物馆。

馆藏的一辆约40年前
的老式“二八”自行车，给
他的印象尤为深刻。

这辆自行车是老家所
在村子的第一辆自行车，
曾让儿时的唐家勇羡慕不
已，主人黎焕成也靠它成
了村子里首个万元户。

如今，黎焕成已随孩
子们进了城，家里也买了
汽车，但他仍不舍得将这
辆自行车丢弃，便把唐家
勇的民俗博物馆作为它的
新家。

今年42岁的唐家勇是雁江区
清水镇江河坝村人，目前在该区丰
裕镇经营幼儿园。他的“含英民俗
博物馆”就在幼儿园内，以妻子之
名命名。

含英民俗博物馆的藏品有上
千件，有水车、纺车，也有收音机、照
相机，还有日历、石艺品等。“我从小
就喜欢收藏老物件，这里有我保存
下来的，也有别人送我的，还有我买

来的。”唐家勇说，很多老物件的主
人是谁已经记不清了，但他仍记得
老邻居黎焕成的那辆“老永久”。

这辆“二八”自行车已经40岁
左右了，车身有些锈迹，车链有些
涩，但踩上几脚车轮还能转动，“用
油润下车链，还是能骑的。”

唐家勇说，黎焕成是他父亲带
过的徒弟，这辆自行车正是约40年
前，父亲唐真康托人在资阳城区帮

黎焕成买的，“黎焕成出去很多年
了，但自行车一直放在老家的屋子
里，不舍得丢。”唐家勇说，在征得
黎焕成家人同意后，他将自行车搬
进了博物馆。

“不少人来参观，看到这辆老式
自行车以及其他的老物件，都会想起
自己的当年。”唐家勇说，一些中老年
人带小孩来参观，通过自行车讲述他
们当年的生活，以此教育小孩。

时间太久，唐真康和黎焕成只
能回忆起，这辆自行车购于上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初，花了近200元。

“那时永久牌是最好的，‘二八’圈。
买车花了家里不少积蓄。”58岁的
黎焕成说，当时他经常随师父唐真
康到10多公里外的南津镇等地打
石头，有辆自行车更方便，就一咬
牙买了一辆。

这下黎焕成成了村中第一个
骑自行车的人。“后来我就用自行
车把家里产的西瓜和粮食驮到城
里卖。”黎焕成说，老式“二八”自
行车能载几百斤的货。

“买了自行车后，没过几年他就
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唐真康说，
村里地势高，水源少，种庄稼赚不了
多少钱，但黎焕成有了自行车后，不

仅方便将家里土地生产的西瓜等农
产品卖到城里，也开始经常在周边乡
镇揽活，挣钱的路子更多了。

黎焕成坦言，那个年代，他能
够挣钱，自行车确实提供了很大
的便利。如今黎焕成在儿子家附近
一工厂上班。儿子已购买轿车，“现
在城里面到处都是共享单车，但我
不会弄，平时上下班都骑电动车。”

唐家勇说，小时候他可羡慕有
自行车的黎焕成了。上世纪80年代
中期，村里陆续有多户人家买了自
行车，唐真康也花300元买了一辆
红旗牌自行车。“那时，父亲经常骑
着自行车带我到外婆家去。”唐家
勇说，他小时候还曾学着“骑三脚
架”，即一只脚穿过老式自行车横
梁下的三角区域，站着骑自行车。

“那时小孩都这样骑，小伙伴们换
着骑，很开心。”

但两三年后唐真康就把自行
车卖了，唐家勇当时很失落，后来
才知道，父母均生病需筹钱治疗，
而家里值钱的只有自行车。

“卖了130元。”唐真康说，变卖
自行车后，所有的钱都用于他和妻
子治病。

“父母为了治病，卖掉家里唯
一值钱的自行车，这种记忆是很
深刻的。”唐家勇说，这也让他对
自行车有了深厚的感情，收藏这
辆老式自行车，算是留存一份感
情和记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姚永忠
摄影报道

老人带孩子来参观 讲述“当年那些事”

父母生病需用钱
卖了家中自行车

他有了村里首辆自行车 他成了村里首个万元户

被困电梯就拨96933
30分钟内来救援

““不少人来参观不少人来参观，，看到这辆老式自行车以及其他的老看到这辆老式自行车以及其他的老
物件物件，，都会想起自己的当年都会想起自己的当年。”。”

““后来我就用自行车把家里产的西瓜和粮食驮到城后来我就用自行车把家里产的西瓜和粮食驮到城
里卖里卖。”“。”“没过几年就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没过几年就成了村里第一个万元户。”。”

车车主人主人
的的

回忆

““ 父 母 为 了 治父 母 为 了 治
病病，，卖掉家里唯卖掉家里唯
一值钱的自行一值钱的自行
车车，，这种记忆是这种记忆是
很深刻的很深刻的。”。”

参观者参观者
的的

回忆

馆长馆长
的的

回忆

伊可新断货啦？
嘘！社区医院能买到

药品生产方称，生产线改造完毕后会恢复供货

唐家勇擦拭自行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