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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0日上午，驾驶员邓某在成都
市交警六分局接受处理时，并没有意
识到自己违法行为的严重性。一周前，
他 驾 驶 着 市 价 200 万 左 右 的 日 产
GT-R跑车回家途中，被民警挡获，原
因是涉嫌套牌。民警调查时却发现，他
套用的车牌并非他人的，而是自家名
下另一辆宝马3系轿车。

3月28日凌晨3点过，邓某驾车经
过成灌高速收费站时，被卡点执勤的
成都市交警六分局五大队民警拦下例
行检查。当邓某出示行驶证时，民警发
现邓某驾驶的GT-R号牌与行驶证上
的号牌不一致，有套牌的嫌疑。这时，
邓某立即摸出了另一本行驶证，向民
警解释：“GT-R的号牌是我家另外一
辆宝马车的，两辆车都是我的。”

随即，民警进行了查询，确实如邓
某所述，不过其行为已经构成了使用
其他车辆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民
警将其车辆进行暂扣，并传唤其到分
局接受调查。

4月10日上午，驾驶员邓某在成都
市交警六分局接受处理。当被问及为
何要套用另一辆车的号牌时，他说：

“不太懂，我想着没有套别人的牌就没
得事。”他表示，这辆GT-R是最近才
买的二手车，而之前宝马的车牌号比
GT-R要“好”些，想着好的号牌应该
上到好的车上，因此就换了过来。

据成都市交警六分局法制组民警
肖鹏介绍，目前，邓某因使用其他机动
车号牌的违法行为，将面临罚款2000~
5000元，记12分的处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摄影报道

“以为没套别人的牌就没事”

套用自己另一辆车号牌
他将被罚款并记12分

5月1日起
不缴垃圾处理费逾期不改
单位最高可罚3万元

10日，记者从成都市人民政府网
站获悉，新的《成都市城市生活垃圾处
理收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将于2019年5月1日起施行。与旧
版《办法》相比，新《办法》在不缴费责
任方面作出了新的规定：对违反本办
法规定，不缴纳或者弄虚作假少缴纳
垃圾处理费的，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
的罚款由1000元以下提高到不超过3
万元，对个人罚款的由200元以下提高
到不超过1000元。

记者对比发现，《办法》的适用范
围由之前的“本市锦江、青羊、金牛、武
侯、成华等五城区（含高新区，以下统
称五城区）范围内产生生活垃圾的单
位和个人”扩大为了“本市锦江、青羊、
金牛、武侯、成华等五城区（含成都高
新区），其他区（市）县人民政府（含成
都天府新区管委会）所在地建成区、镇
（乡）人民政府所在地建成区、工业集
中发展区、农村新型社区以及其他实
行城市化管理区域内产生生活垃圾的
单位和个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胸腹剧烈颤动
“她想留在这个世界上”

虽然思想有些准备，但问题摆在
面前的时候，25岁的父亲钟雨还是无
法接受。

3月26日上午11点40分左右，怀孕
仅30周1天的妻子被推进手术室剖宫，
一个小时后，大小双先后1分钟降临人
世。大双1370克，比普通新生儿小了几
号，小双只有大双的差不多一半大，仅
710克。两姐妹被紧急送进ICU保温箱，
连接上各种维持生命的管道，不知道哪
天能出来。

大双情况稍好，但呼吸易暂停。小
双的情况不容乐观，因各器官发育不成
熟，机体抵抗力低，易发生如呼吸暂停、
呼吸窘迫综合征、颅内出血等多种并发
症及各种感染。15天过去，新的医患沟
通单又摆在面前，“诊断”一项，多了新
生儿败血症、凝血功能障碍、腹腔积液
等二十几项病征，末尾还写着“患儿病
情危重，随时有生命危险，远期预后差，
住院时间长，费用昂贵”的字样。

钟雨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如果遇
到紧急情况，他授权医生实施必要的救

治措施。
每周一和周四，加起来有20分钟的

探视时间。上个星期，大双刚刚从一次
呼吸暂停中挺了过来，小两口去看的时
候，她努力扭动着自己的四肢；小双的
两只眼睛被蒙起来，轻轻动了动自己的
手掌、脚掌，因为呼吸频率很快，胸腹部
薄薄一层发乌的皮肤，剧烈颤动。常人
几乎忘了还有呼吸这件事，但在这个用
力呼吸的小家伙身上，小两口看到，她
正努力让自己留在这个世界上。

幸福变成不幸
辗转川渝寻医

小两口是青白江人，去年结婚后几
个月，便得知有了爱情结晶，喜出望外。
去年11月进一步的检查中，发现怀的是
双胞胎，各项检查都很正常，亲友们都
很羡慕他们。

但直到怀孕的第四个月，陈胜兰依
然频繁孕吐，加上本身患有高血压，不
能再继续上班。到一家医院检查一看，
发现是单绒双羊双胎，大小双在同一个
胎盘里成长，怀疑TTTS双胎输血综合
征。为了确定病征，小两口又辗转到重

庆的医院做检查，确诊为双胎限制生长
症，大小双无法均衡获取母体的营养。

“双胞胎本来就少，单绒双羊双胎也少，
再加上双胎限制生长症就更少了。”钟
雨满是焦虑。

彩超检查发现，小双体重比大双足
足轻了40%，这意味着小双把大部分营
养都“让”给了大双，有可能胎死腹中，
且无法有效提前介入治疗。

从重庆回成都后，小双奇迹般地坚
持到了第30周。小两口希望，两个女儿
可以挺过来，早日回到他们的怀抱。

父亲卖车筹救命钱
你若有意可联系我们

钟雨在筹款平台发起筹款。几天以
来，1217人次献出爱心，已筹到39655元。

此前，钟雨曾四处借钱，凑了9万
多，但距离眼下20万左右的医药费，还
有不小的缺口。他准备把结婚时按揭的
车卖掉，这辆跑了1万多公里的马自达
3，或许能换来小双的救命钱。有心买车
的市民可以联系本报，希望他们都无
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摄影记者 王效

4月4日下午，记者根据
盒马订单的送货地址，来到
某写字楼，这里只有一家公
司，前台工作人员帮忙查询，
发现公司并没有叫“王琳”的
同事，电话号码也没有记录，
可能是没使用实名。但该工
作人员回忆，前几日确实有
一个收货人叫“王琳”的盒马
外卖放在前台。

沟通良久，在一位负责
人的帮助下，查询到了该公
司有一名女性工作人员的
电话号码与孙女士现在使
用的电话号码仅相差一位
数。因这位李女士在外工
作，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对
方，却发现，这位李女士并
非我们要找的“王琳”。

李女士表示，公司3月
搬到现在的办公地点，自己
更改了配送地址。她也好
奇，为什么最近盒马老是给
自己退单，但一直没有发现
是自己在改地址时把电话
号码填写错了。电话那头，
李女士觉得好笑又尴尬，表
示自己会立即更改电话号
码。但李女士表示，自己从

来没有用过孙女士所说的
电话号码，对另一个收货地
址也不熟悉。

4月4日下午，记者根据
另一条银行卡信息上的地
址，又找到了位于南三环的
一写字楼14楼，前台多位工
作人员均表示，公司没有叫

“王琳”的同事，且14楼的公
司仅有一家，几年前就已经
入驻。

就在记者多次寻找时，
孙女士的手机上收到了一
条业务短信，对方称呼其为

“王总”，此前，同一号码还
给“王琳”发送过一条拜年
短信。记者回拨电话，向发
送短信的邱先生（化名）了
解到，该手机号前一位用户
确实叫“王琳”，当时是一家
大型企业的营销负责人，与
自己曾有业务往来，但已经
很久没有联系，自己不知道
对方换了号码，所以打扰到
了现在的用户。通过联系该
大型企业的工作人员，对方
表示，查询后，没有发现有
使用该号码的同事。所以，
线索再次中断了。

新办一个手机号
老收到这些信息
可是，我不是王琳
提醒：更换号码，记得修改各种平台的注册信息

“王女士，你好，你的快递到了……”“我不是王琳，这
不是我的订单，麻烦你给她说把电话号码改了嘛！”

从2019年3月开始，孙女士不断接到快递配送电话
和短信，但孙女士从来没有下过订单，配送地址也不是
自己的。她只能想到，这与一年前自己办理新号卡后，不
断能够收到发给“王琳”（化名）的信息有关，通过这些信
息，孙女士甚至能够清楚地看到对方中国银行卡余额、
工作地点等等。被信息骚扰了半个多月，孙女士终于忍
不住，想要找到自己手机号的前主人“王琳”，希望她能
尽快更改自己的信息。更换号码却不更改各种网络平台
的注册信息，对于新用户来说不堪其扰，对于老用户来
说，无异于信息“裸奔”。

银行已进行处理
4月4日，记者联系了联通公司，工作人员表

示，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公司不能私自查询客户
资料信息，除客户持本人身份证查询自己名下的
身份证号外，只能配合公安机关办案所需，且需
要开具相关合法手续。

如果遇到上一位用户未解绑注册信息的情
况，新用户能否通过运营商进行处理？该工作人
员介绍，从运营商的角度来看，确实无法处理，因
为作为运营商也无法查询到用户绑定、注册了哪
些账号。新用户只能在收到相关短信信息后，向
相应的平台投诉处理，一一排除。据了解，按照电
信条例规定，旧用户注销号码后，90天以后，运营
商可以再次入网返销。

孙女士反映，收到了上一位用户的中国银行
卡信息。4月9日，记者从中国银行相关人士处了
解到，银行在了解情况后，已按相关业务规程进
行了处理，孙女士不会再收到关于王琳银行卡信
息的短信。该人士解释，如遇到类似情况，用户可
根据短信内容，致电银行官方客服热线说明。银
行将在第一时间核实情况后，及时处理。

王琳订的货到了
王琳的银行卡余额
给王琳的拜年信息
……

2018年3月，孙女士在
成都科华路附近的联通营
业厅办理了一个套餐的子
号，从开始使用起，就偶尔
会收到发送给一位叫“王
琳”的人的信息。“什么拜年
的信息，银行卡的信息，都
有。”孙女士说，自己甚至能
够清楚地看到对方的银行
卡余额。刚开始，孙女士并
没有放在心上，心想应该是
上一位用户的，因为只是偶
尔发短信，也没有对生活造
成困扰。

但2019年3月起，孙女
士就感到十分“郁闷”了，她
陆续收到盒马的订单配送
短信，或是外卖小哥给自己
打电话，“说什么我在你家
楼下，在你单位门口，你来
取下货。”孙女士说，自己很
肯定的是，这绝不是自己下
的订单，也没有朋友为自己
买过东西，甚至收货地点都
不是自己的，订单上显示收
货人为“王琳”——那只能
是上一个用户。

刚开始，收到订单配送
短信后，孙女士回复发件
人，“你好，我不是王琳，我
没下过单，麻烦你通知这个
王琳，不用电话号码了请她
改一下，什么配送，什么银
行卡信息都发过来，联系都
联系不到。”但连续多次后，
孙女士仍然会接收到“收货
通知”。

4月3日，孙女士实在
“忍无可忍”，联系了盒马客
服人员，但对方表示通过手
机号查询不到订单，孙女士
收到的“订单号”是给派送
员的订单号，也无法查询。
孙女士又联系配送员，对方
给了孙女士收货地址，是某
写字楼14楼，收货人为“王
琳”。“盒马半个月送了7
次。”孙女士无奈地说。

4月4日，记者通过孙女
士提供的电话号码，联系其
中一位配送员，对方表示，
自己确实送过这样一单，对
方坚持表示没有订货，只能
按照流程做退货处理。

看见别人银行卡余额
不断有人让我收货

困
扰

下单的女士不是“王琳”
“改地址时填错了手机号码”

乌
龙

多位市民反映类似情况
新办电话卡，却因上一名用户未注销各类网

站的绑定信息不堪其扰，并非孤例。成都市民赵
可人告诉记者，2018年初，自己新办理了一张电
话卡，不料，几乎每天都会接到打给“某强”的电
话，“刚开始我还耐心解释，他已经没有用这个号
码了，但一天五六个电话，真的很烦。”赵可人说，
不仅如此，手机上还会收到各种购物短信、网站
注册登录动态短信、银行卡消费信息等等。

这样的“骚扰”持续3个月后，赵可人通过电
话和短信中的有用信息，竟然找到了前用户的
QQ号，对方是自己的一名校友，“他说他现在正
在国外，所以一直以为收不到短信是正常的。”赵
可人说，后来，对方更改注册信息，还是自己配合
给他发了验证码，才得以成功更改。“其实他这样
更换号码不解绑，是很危险的，像我还特意去找
到他，让他更改，要是别有用心的人，可能就利用
手机号把账号密码改了。”成都市民小朱同样也
有类似的经历，刚刚换电话号码的前几个月，总
有人打电话给前一位用户。

并 非 孤 例并 非 孤 例

最 新 进 展最 新 进 展

双胞胎患罕见病早产
小双只有710克，随时有生命危险

帮帮这个“巴掌娃娃”

听到隔壁传来孩子的哭
闹声，24岁的陈胜兰躺在四川
省妇女儿童医院，眼泪止不住
往下流。因单绒双羊双胎的罕
见双胎限制生长症，这位年轻
妈妈的双胞胎女儿仅30周零1
天，便剖宫出生，被送进ICU的
保温箱。陈胜兰每周去看她们
的时间，加起来只有20分钟。

大双1370克，上周去看的
时候，她刚刚从一次呼吸暂停
中挺了过来，“发生呼吸暂停是
非常常见的。”更令人揪心的，
是仅710克的小双。这个在胎盘
里把养分“让”给姐姐的小家
伙，脚掌只有成人拇指般大，整
个人只有巴掌大。伴随着呼吸
窘迫综合征、凝血功能障碍、腹
腔积液等二十几种并发症，小
家伙随时有生命危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于遵素 图据受访者

四川发布
高森林草原火险
红色警报

10日上午，记者从四川省森林草
原防火指挥部森林防火办公室获悉，
据气象部门预测，4月11日~17日，川
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大部、川南局部、盆
地北缘部分地区以多云间晴天气为
主，气温偏高，空气干燥。

综合气象、可燃物载量、林区（牧
区）物候及前期森林草原火灾发生情
况分析，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大部、广
元、巴中、达州、雅安、内江、宜宾、泸
州、自贡、乐山局部地区的森林草原火
险等级可达4~5 级，其余部分市（州）
的局部地区森林草原火险等级可达
3~4 级。

因此，特向甘孜州、阿坝州、凉山
州、攀枝花市，及相关市（州）发布高森
林草原火险红色警报。以上市（州）需
高度重视当前严峻的森林草原防火形
势，密切关注天气和森林草原火险变
化趋势，有关地方和单位要切实加强
野外火源管理，搞好巡山护林、草原巡
护，扑火队伍靠前驻防，航空护林飞机
加强空中巡护和做好空中吊桶灭火准
备，加强应急值守，确保各项高火险应
急响应措施落实到位，严防森林草原
火灾发生，确保林区、牧区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和森林草原资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林聪

小双出生时体重仅710克

邓某驾车被交警挡获

多次收到对方银行卡信息

孙女士收到短信后的回复

不断的“外卖”信息

钟雨在ICU病房看望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