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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级处理去除有机物后、完
成氨氮的氧化，生活污水就会变废为
宝，既能种植空心菜、水芹菜等水生蔬
菜，又可以大面积美化环境……在昨
日举行的“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
生态环境科技成果推介活动”现场，一
大批在农业面源、黑臭水体治理、水体
生态修复等方面的最新科技成果、治
污“神器”集中亮相，不管是便携式的
水中有机有毒污染物监测仪，还是将

“地下水——地表水一体化管控技术
体系”微缩模型搬到现场，一系列高科
技“神器”散布在长江沿线，共同织成
了一张现代科技的天罗地网，守护着
长江生态环境。

作为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和水
源涵养地，四川在打好长江保护修复
攻坚战的过程中责任尤为重要。今年，
生态环境部计划在长江上、中、下游分
别开展“打好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生
态环境科技成果推介活动”，第一站就
选择在了四川成都，目的就是结合地
方治污需求，送科技、解难题，在科研
人员、技术持有方和管理部门、企业之
间搭建沟通合作的桥梁，为打好长江
保护修复攻坚战提供科技支撑。

在第一站的推介现场，有哪些治
污“神器”亮相？现场，随处可见形式多
样的污水处理器，一个个模拟镇村污
水、黑臭水体的透明水缸，通过膜技
术、氧化、砂滤柱等技术的处理后，变
为清洁用水。辽宁省环保集团带来了
两个大家伙，可以在低温以及寒冷地
区实现高效处理农村生活污水。而东
南大学的展位前，生机勃勃的绿色水
生植物引人注目。“这是最新研发的可
持续发展的新型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
术，在实现污水中氮磷的资源化利用
的同时，处理后的水可大面积种植空
心菜、水芹等经济性作物。”东南大学
展位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农村生
活污水没有有毒有害物质，且富含氮
磷，将其融入到农业之中，污水中的氮
磷就可变废为宝，成为农业种植所需
的宝贵肥料资源。

此外，便携式水中有机有毒污染
物检测仪、水质自动化实验室、全天候
智能无人值守黑水处理系统等“科技
神器”也让人大开眼界。记者了解到，
此次在成都展示的最新成果涵盖了工
业行业、农业面源、城镇生活、黑臭水
体治理、水体生态修复、地下水等污染
控制以及水环境管理等多个方面，现
场通过模型、实物装备、展板等进行直
观展示。清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环
境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
研究所等约30家技术支持单位进行
了现场宣介，并与地方管理部门、企
业等进行了面对面的对接洽谈。

记者在推介会现场了解到，生态
环境部正在全力打造线上线下联动
的生态环境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服务平
台与流动平台。线上成果综合服务平
台目前正在积极推进，有望在今年6月
正式上线。线上平台将汇聚环境科技
领域最新的技术成果、权威专家与学
者，具有开放式的科技需求收集与分
析功能，能够根据治污需求智能匹配
提出整体解决方案，可实现环境科技
成果信息共享、交流与服务。线下环境
科技成果推介流动平台，是为各地方、
企业量身定制的。根据各地方、企业的
治污科技需求，有针对性的遴选一批
先进、适用的科技成果进行宣传、展
示与讲解，让科研人员、技术持有方
与地方管理部门、企业等进行面对面
的对接洽谈，推动科技成果加速转化
落地，精准服务污染防治攻坚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生活污水“种出”空心菜、水芹菜

最新治污神器
亮相成都

车祸入院车祸入院 //
肇事者和医院让出院
他却坚持住了94天

陈强今年55岁，从事建筑业，2017
年11月29日，他驾驶一辆摩托车在彭州
市隆丰镇金山村附近与李东驾驶的轿
车相撞，陈强受伤，被送往彭州市中西
结合医院进行治疗，被医院诊断为头
皮、脸部挫裂伤，身上多处软组织挫伤。

“我当昏迷了1个多小时，脑壳裂
开，嘴皮和眼皮都破了，加起来一共缝
了十六七针。”陈强说，事发当日李东母
亲到医院垫付了住院费2000多元。“当
时我只有一个人，需要有人照顾我，李
东妈妈同意请护工，一天150元。”

治疗一个月后，李东母亲要求他出
院，他拒绝：“我的病都还没有好怎么能
出院？”

治疗两个月后，医院提出他外伤痊
愈建议出院，“我的外伤好了，我还头
晕、头疼，眼睛看东西也是模模糊糊
的。”陈强说，医院说无法治疗建议转
院，但是肇事者不给钱，又不见面，保险
公司也是五百一千地打钱，“我跟医院
说再住十几二十天就出院了。”

住了3个月的院，2018年2月下旬，医
院再次建议出院，并且下令停止用药，陈
强依然坚持不出院。“我的病还没有好，
出院了谁给我治疗呢？”陈强说，虽然医
院停止给药，但护士建议他多户外运动，
加上之前医院开的药还有剩余，于是他
一边吃药，一边外出骑小黄车溜达。

到后来，住院账户没有钱，医院又
停止用药，陈强自己垫付了4000多元结
清医药费出院。此时，他已经住院94天。

陈强说，出院后，因为脸部有色素
沉着需要修复，在医院提醒下，他花费
了1600元到四川某司法鉴定中心进行
鉴定，鉴定结果为后期面部瘢痕及色素
沉着，修复费用1.49万元。

出了院，陈强让医院开了证明，休
息一个月。“不过这些法院都没有认。”5
月9日，陈强接受成都新闻-红星新闻采
访说，遭遇了车祸，还倒赔了钱，他一气
之下将李东和保险公司告上法庭，要求

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
补助费、后续医疗费，以及精神损害抚
慰金、交通费、鉴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
8.3万元。

过度治疗过度治疗 //
医院多次建议出院
合理住院期限应为63日

去年8月14日彭州市人民法院予以
立案。在法院审理中，陈强合理的住院
期限、护理期限、误工期到底是多长？成
为审理争议的焦点。

车祸肇事者李东在外地务工，他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说，陈强入院
的前一个月他去看望过两三回，后来陈
强赖着不出院，自己就懒得搭理他。

随后，记者联系到彭州市中西结合
医院，该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陈强入
院后被诊断为头皮挫裂伤及多处软组
织挫伤。“头部挫裂伤，用通俗话说，就
是头部有裂口、擦伤，出血，身上3处以
上软组织挫伤为多处。”该负责人说，半
个月后，陈强外伤痊愈，此后医院针对
患者提出的“头晕、头疼以及外伤伤口
疼痛”进行治疗，“外伤痊愈后，我们第
一时间向患者建议门诊治疗，并且在后
面查房中也多次建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留意到，法
院判决书载明，陈强的住院病程记录反
映，在其病情属于稳定康复期，医生建议
出院并下令停止用药的情况下，仍坚持
住院。而对于下令停止用药的具体日期，
医院表示涉及患者隐私不方便透露。

承保肇事车辆的某保险公司四川分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陈强只是头皮
裂伤，但是却住院长达94天，明显存在过
度治疗。“国家有一个临床诊疗指南，上
面有伤情对应诊疗的天数、恢复期等，这
些都有相关的标准，理赔员经验丰富，一
眼看出，这种裂伤不需要住那么久的
院。”这名负责人说，陈强的实际住院时
长明显超过合理的住院时长，为此公司
向法院申请，鉴定其合理的住院期限、护
理期限、误工期限。后来经成都清源司法
鉴定中心鉴定，陈强的合理住院期限为
63日，误工期为45-60日，护理期为30日。

幼儿园认为，小周在幼儿园课
间休息自由活动玩耍时不小心摔倒
受伤，其实是意外事故，且事情发生
后老师及时送至临近医院救治，并
及时通知了其亲属，认为其监护人
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三台某中心小学证实，幼儿园
因学生少，2016年9月9日与自己学
校一起参加了保险公司的校方责任
险，小周属于参保人员之一。幼儿园
认为应承担的责任应由保险公司在
责任限额内进行赔付，在保险责任
限额不足赔偿的情况下，幼儿园愿

承担与过错相应的补充赔偿责任，
且对周先生主张的部分费用项目和
标准持有异议。

法院认为，公民依法享有生命
健康权。本案中小周属无民事行为
能力人，对事物的判断能力和自我
保护能力相对较弱，在被告幼儿园
学习、生活期间，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侵权责任法》第三十八条“无民
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
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
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
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

明尽到教育、管理责任的，不承担责
任”的规定，幼儿园对小周负有教
育、管理和保护的责任。

同时，小周在幼儿园学习、生活
期间，受到的人身损害，被告幼儿园
未能提供证据证实已尽到教育、管
理责任；小周送至三台县石安中心
卫生院检查治疗，被医生告知腹腔
充血，后送到三台县人民医院，一系
列诊断对小周在幼儿园学习期间遭
受损害的事实，应予认定；应当推定
幼儿园对小周遭受的人身损害存在
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在诉

讼过程中，幼儿园未能提供小周遭
受人身损害具体原因的相应证据，
其认为小周遭受的人身损害属意外
事件，其监护人也应承担相应责任
的辩解理由不能成立。

对周先生向法院起诉所主张的
费用，法院经过最终认定，确定小周
受伤后的经济损失合计为5万余元。
近日，三台县法院作出判决，由被告
保险公司付原告赔偿款4.7万余元，
被告幼儿园付原告赔偿款0.3万元。

王传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汤小均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3D”第2019122期开奖结果：
865。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双色球”第2019053期开奖结
果：红色球号码：22 31 16 04
25 29 蓝色球号码：08

福彩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122

期开奖结果：692，直选：5953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6：14779注，每
注奖金173元。（17393301.55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122
期开奖结果：69213，一等奖56注，
每注奖金10万元。（264980140.50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兑彩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7月8日)

男子车祸头皮裂伤住院94天 医院多次建议出院被拒

法院：住院期超出合理天数
多的费用自掏腰包

2017年，彭州人陈
强（化名）遭遇车祸导致
头皮、脸部出现裂伤，身
上有多处软组织挫伤，
他被送到彭州市中西结
合医院进行治疗。一个
月后，陈强外伤痊愈，却
一直以“头晕、头疼”为
由坚持住院，甚至在医
院建议出院并停止用
药后，仍坚持住院，总
住院时间长达94天，并
因此向肇事方李东（化
名）及其车辆承保公司
索赔8.3万。

“只是一个头皮裂
伤，哪里需要治疗这么
长时间，所以我们认为
存在一个过度治疗的
问题。”为肇事车辆承
保的某保险公司四川
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说。

2018 年 12 月 17
日，彭州人民法院作出
判决，认定陈强合理住
院期为63天，刨除已
经垫付的费用，保险公
司应该支付赔偿款
1.66万元，近日，法院
把这起案件作为典型
案例进行普法宣传。

四川绵阳三台县
一名6岁的孩子，在幼
儿园课间活动时不慎
摔伤。通过鉴定，孩子
被评定为十级伤残，家
长将幼儿园、保险公司
等告上法庭，请求法院
判令支付医疗费、残疾
赔偿金等赔偿款合计
6.6万余元。

近日，三台县人民
法院经审理，认定幼儿园
对孩子遭受的人身损害
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
赔偿责任。不过因为学校
已经参保，由保险公司付
原告赔偿款4.7万余元，
被告幼儿园给付原告赔
偿款0.3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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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在幼儿园摔成十级伤残
幼儿园应该负全责吗？

在
医
院

在
医
院

赖

2017年4月20日，在三台县石安
镇一家幼儿园读书的小周，在幼儿
园课间活动时不慎摔伤。幼儿园老
师将其送至三台县本村村医疗点进
行检查，被医务人员告知无大碍后，
便返回了幼儿园继续上学。当日14
时左右，小周祖父母得知情况赶到
幼儿园时，老师称小周午休时曾发
生呕吐，且一直叫着“肚子痛”，此
时，老师如实告知小周上午在幼儿
园曾经摔倒过。

随后，小周祖父母将其送至三台
县石安中心卫生院检查治疗，被医生
告知小周腹腔充血，建议送往三台县
人民医院救治。经三台县人民医院住
院治疗，小周被诊断为创伤性失血性
休克以及腹部闭合性损伤：外伤性肝
破裂，血性腹膜炎。2017年4月28日，小
周从三台县人民医院出院。

2017年10月9日至2017年10月18
日，小周在绵阳市中心医院接受住院
治疗时，被诊断为腹部瘢痕瘤伴感染

以及腹部术后区微小血管循环障碍。
同年10月26日，小周父亲周先生委托
四川民生法医学司法鉴定所对小周人
身损害伤残等级鉴定，鉴定意见为：评
定小周身体致残程度为十级伤残。

周先生认为，小周作为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习生活期
间，生命健康理应得到保护，发生安
全责任事故，学校理应承担赔偿损
失的责任。且小周在幼儿园摔倒受
伤后，老师没有及时通知相关监护

人，而是将孩子送到临近卫生院进
行简单处理。直到下午校方才说明
真实情况，延误了救治的时间，而十
级伤残的伤情也给家里造成了巨大
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

为此，周先生将小周就读的幼
儿园、幼儿园为学生投保的保险公
司、提供保险单的三台某中心小学
三方告上法庭，请求法院判令支付
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
赔偿款合计6.6万余元。

对于成都清源司法鉴定中心
鉴定结果，法院对该鉴定意见予
采信，但法院认为实际的误工期
限不应短于合理的住院期限，故
结合该鉴定意见，法院认定陈强
合理的住院期限为63天，比实际
时长少了31天，误工期限为45-60
日，护理期限为30日。

法院认定，陈强的医疗费为1.2
万元；误工费按照按四川省2017年
建筑行业平均工资45789元/年计
算；护理费按照80元/天计算；此外，
还有住院伙食补助费、交通费、鉴
定费、财产损失等各项费用共计
2.78万元，对陈强主张的精神损害
抚慰金没有支持；对于陈强主张的

后续医疗修复费，法院结合其年龄
等实际情况因素考虑认为该笔费
用并不必然发生，此次没有支持。

在审理中，陈强、李东以及保
险公司对于交通事故发生事实、责
任划分及车辆投保事实无争议。综
上，按照责任划分后，刨除已经垫
付的费用，保险公司还需要向陈强

支付赔偿款1.66万元。
5月9日，陈强对于法院的判决

表示不满意，“我自己遭了车祸，伤
没有治好，还要倒赔1万多元。”陈
强说，这1万多元包括护理费和请
律师的费用。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钟美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法院
判决

合理住院期限应为63日 共计赔偿2.78万元

孩子摔伤孩子摔伤// 被评定为十级伤残 家属起诉索赔6万余元

法院判决法院判决// 幼儿园存在过错 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伤情鉴定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