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场买三斤三七 送到作坊来打粉
机内暗道通隔壁 客人药材被偷换

三斤药材的

奇幻漂流

不少购买中药材的消费者为了方便使用不少购买中药材的消费者为了方便使用，，常会将大块常会将大块
的药材磨成细粉的药材磨成细粉。。但这家位于金牛区聚霞路但这家位于金牛区聚霞路，，荷花池中药荷花池中药
材专业市场附近的药材加工作坊的操作手法材专业市场附近的药材加工作坊的操作手法，，却让人无法却让人无法
接受接受。。客人带来的加工药材在进入加工机器后客人带来的加工药材在进入加工机器后，，并未直接并未直接
由机器打磨成细粉由机器打磨成细粉，，而是经过机器内的一个暗道进入隔壁而是经过机器内的一个暗道进入隔壁
屋的收纳盆屋的收纳盆，，最后流入了老板的口袋最后流入了老板的口袋。。而机器打出的而机器打出的““药药
粉粉””也不过是老板提前备好的也不过是老板提前备好的““存货存货”，”，经一台鼓风机送入经一台鼓风机送入
加工机器下方的下料布袋加工机器下方的下料布袋。。客人的药材客人的药材，，就这样被偷梁换就这样被偷梁换
柱了柱了。。金牛区天回镇市场和质量监管所工作人员介绍金牛区天回镇市场和质量监管所工作人员介绍，，该该
店无照经营店无照经营，，在了解完现场情况后在了解完现场情况后，，已对其进行了取缔已对其进行了取缔。。

近日，市民白先生向记者讲述了他此
前的一段遭遇。其曾在位于成都金牛区聚
霞路的荷花池中药材专业市场内购买了一
些中药材，为了方便平时服用，便在附近的
一家提供“打粉”加工的作坊内进行药材加
工。“照理说，只是把大块的药材磨成细粉，
而且是现磨的，但回家后发现药粉的味道
很淡，还出现了很多其他的杂粉。”

白先生怀疑，加工作坊在加工时做了
手脚，在自己的药材里掺了假。几天前，记
者与其一道再次来到了药材市场，现购了
三斤三七，并全程暗访了其购买和加工的
过程。

在白先生买完药材后，很快遇到了一
名女子，并在其安排下，来到了市场附近的
这家“打粉”加工作坊——加工作坊位于药
材市场背后的一偏僻小院内。

到达加工作坊后，现场靠墙分布着多
台加工机器，一名男子正在忙着为一位太
婆加工药材。不一会，该男子接过了白先生
的三七，称重后，打开机器，将药材慢慢倒
入了机器送料口。很快，机器下方汇集药粉
的布袋鼓了起来，加工完毕后，工人抖了抖
布袋，将磨成粉的药材再次放入另一台机
器。工人称，这是为了让药粉更细，需要进
行第二次加工。

加工完毕后，白先生便带着这袋刚刚
打好的三七粉，来到了药材市场内的市场
监管方进行鉴定。工作人员经过查验辨别
介绍，白先生的这袋三七粉确发生了变化
——里面一部分是三七，但还有其他的成
分。不过工作人员也称，具体成分还需要专
业机构进一步检测，因为有可能是这个机
器加工了其他药材有残留。

换句话说，白先生现买的三七，打出来
却并不完全是三七粉。而后，白先生与记者
一道再次回到加工作坊，一探究竟。

现买三七送来打粉
药粉里咋含有杂质？

15 日，记者再次来到加工现
场。当初的加工作坊已经大门紧
闭，门上贴上了铺面转让的纸条。
那个可以看到隔壁屋的墙孔，也已
经被砖头封上。附近居民介绍，加
工作坊近几天都没有再进行加工。

而后，记者来到了辖区金牛
区天回镇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

所，对该作坊的后续处理情况做
进一步了解。

监管所工作人员介绍，当天在
了解完现场情况后，便在随后对该
加工作坊进行了取缔处理。“他们
无照经营。”工作人员介绍，除了对
该作坊做出了处理，还对附近的一
些作坊加工情况进行了走访。

工作人员称，根据相应的规
定，类似的药材加工坊本身就是
不允许存在的，其自身也原本就
无法办理到营业执照。一方面，
中药材行业本身存在特殊性，管
理严格；另一方面，加工药材是
需要完备的证照的。“药材市场
内的商家都只有营业执照，只进

行无炮制药材的出售，无法进行
加工，因此市场内是无法打粉
的，所以他们才会到外边去。”工
作人员介绍，此类小作坊本身就
无法获得证照，发现后，都会进
行相应的取缔处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杜
玉全 实习生 伍伟欣 摄影报道

这家作坊
已被取缔

执 法

进：放入药材没成粉，进了隔壁塑料盆
白先生的药粉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呢？在了解完加工作坊现场情况

后，记者做了一个实验。在加工坊的加工区域，记者将部分药材自机器入
料口一一放入，很快，墙另一边的隔壁屋内，药材自机器内的暗道滚下，
掉入到那个嵌在地上的塑料盆内。也就是说，当初白先生前来加工的药
材，并未通过机器本身的打磨变成粉末，而是直接被老板“回收”了。

出：鼓风机可将“存货”送进下料口
这一点，加工机器的结构也说明了问题——机器并无刀片，粉末的

出口与入料口也无法连通。经过现场确认，出粉末的出料口，实际上最
终是与隔壁屋的那台鼓风机产生了关联，通过鼓风机，即可将现场一些
疑似药粉的存货送进机器的下料口。白先生的药材就这样被偷梁换柱。

随后，执法人员对该作坊进行了断电处理，并要求其停止加工，同
时将男子带走做进一步调查。

但奇怪的是，现场加工男子竟称自己也不知道情况，其表示自
己只是按照老板的要求进行打粉，对机器内部情况并不清楚。由于
现场环境复杂，几经寻找，执法人员才找到通往隔壁屋的房门，不过
房门处于紧锁状态，加工男子也表示无法打开。后执法人员才通过
外墙的一道孔，看清了隔壁屋的内部情况。

而这个屋子，正是白先生的药粉发生变化的关键所在。
记者通过这个外墙的孔看到，隔壁屋内摆放着多个大小不

一的塑料盆，以及装着各种粉末的编织袋，与机器暗道相连的位
置，放着一个嵌在地上的塑料盆，一旁则是一个鼓风机。另外，房
内还有一些未加工的药材。

回到加工作坊后，白先生质
问刚刚为其加工药材的男子，为何
自己的三七粉并不完全是三七粉。该男
子一开始并不作答，后则又不承认白先生是
在此加工的三七。一番理论后，白先生报了警，
并向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很快，辖区派出所
民警以及金牛区天回镇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所的工作
人员也来到了现场。

经过对该男子的询问以及对加工现场的检查，执法人员发
现了异常。几台加工机器全部都紧靠着墙，而一台机器引起了执法
人员的注意，执法人员发现，该台机器内部并没有打磨的刀片，空
荡荡一片。

更奇怪的是，通过机器入料口向机器内部望去，右下方竟有一道
透着光的口子——一个暗道直通到了下方，而从机器下方伸手，又无
法伸进去。执法人员判定，该暗道或许连通到了墙壁另一边。

奇怪的加工机
内部无刀片有暗道

蹊跷的隔壁屋
与暗道相连，摆着塑料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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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信息查询还在跑政务大厅？
证明资料打印还在四处找自助查询
机？好消息来啦！昨天开始，成都市民
仅需一部手机，一个APP，一次实名认
证，就可以通过“天府市民云”APP办
理这些房屋管理服务了！

记者从成都市住建局获悉，近
日，天府市民云“房屋管理服务”进行
全面升级。本次升级最大的亮点是上
线了“个人房屋信息查询”服务，市民
可通过该服务查询个人住房信息（包
括个人名下现有和曾有房屋信息），
以及房屋信息总览（包括房屋信息和
网签合同信息）；此外，市民在办理入
户、就学、贷款时要用到的《个人住房
查询记录》《房屋信息查询记录》《交
易房屋信息核实记录》等证明材料，
也可以一键保存至手机，随时随地进
行打印。

以前，这一系列房屋管理服务只
能通过自助查询机来完成，如今，只需
用手机下载天府市民云APP，点击“房
屋管理服务-个人房屋信息查询”就
可以完成，其查询、打印效力与自助查
询机完全一致。更重要的是，升级后的
服务已支持大成都范围全域查询，更
多市民可以享受到“互联网+”市民服
务的方便快捷。

具体如何操作？首先下载天府市
民云APP，在“民生保障服务”栏目中
找到“房屋管理服务”，点击进入，然后
点击“个人房屋信息”。

进入个人房屋查询页面，页面上
方是个人住房信息查询，可以查询、打
印个人名下现有和曾有的房屋信息；
页面下方是房屋信息总览，点击查询
打印，即可按对应的房屋信息查看记
录或保存到手机进行打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20 号前就要提交方案了，我们
抓紧时间整好点！”每周一是新津县五
津街道复兴社区每周举行社区营造推
进会的时间，复兴社区主任吴艳梅和
社会组织负责人倪萍碰在一起，要对
复兴社区申报成都市 2019 年城乡社
区可持续总体营造行动资助项目的方
案进行再完善再升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
到，仅仅是去年，该社区的“一院落 共
治理”项目就通过申请这项资助，得到
了9万元项目资金，“这对于我们这个
几乎没有集体资产的社区来说，派上
了大用场。”吴艳梅说。

复兴社区是新津最老的城市社
区，仅 0.6 平方公里的面积就有 8600
多居民，“抠细账”，让这个老旧社区展
露新颜。

据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
解，这个社区总共有 54 个院落，其中
老旧院落就有 51 个。最近，社区就遇
到了一个大难题，“为了平安社区建
设，要推进灭火器全覆盖。灭火器谁来
买？”据吴艳梅介绍，根据测算，需要新
增521个灭火器，并有151个已有的灭
火器需要换粉，总共需要近5万元。

吴艳梅找来各院落业委会主任开
了个会，由于各院落自己安装灭火器
的愿望很强烈，双方一拍即合，定下了
各承担一半费用的方案。

这条诞生于1951年的街道保留着
最纯正的新津市井味儿。虽然老旧，但
院落收拾得干净整齐，颇有韵味，有的
墙上还绘着壁画，环境并不脏乱。

美好的社区环境，都是“抠细账”
抠出来的。

去年夏天，社区搞消防演习，社区
向消防队借来专用的铁桶，用社区微
型消防站的灭火器教大家怎么灭火。
在演习中，抽水泵也是从商户那儿借
来的，用以教大家怎么抽水以应对城
市内涝。一场消防演习下来，所耗成本
仅仅是灭火器换干粉的费用。

今年元宵节，社区有10个院落搞
元宵节活动，一共仅花了600元钱，相
当于每个院落只花了60元钱。怎么做
到的？不买成品汤圆，而是买汤圆粉和
馅，居民自己动手做，再由热心群众从
自己家里端来电磁炉和锅，自己拿碗
来盛，最后只花了买汤圆粉和馅的钱。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雷浩
然 图据新津县

成都的李先生反映，在孵化园
地铁站内，想要找到去奥克斯广场
的路，却看着导向牌上“锦尚西一
路”“交子南一路”等不熟悉的地名
不知所措。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和孵
化园站情形相似的地铁站，更多集
中在1号线。地铁站内的导向信息为
何会成这样？未来是否会考虑增加
标志性建筑物？

市民：我在孵化园站“迷路”了

最近，李先生又在孵化园地铁
站“迷路”了。因为工作，他常去孵化
园附近办事，不过每次出地铁车厢
上到站厅后，他就有些困惑：我应该
从哪里出去？李先生告诉记者，孵化
园站内的指路信息牌子上，都是各
种道路名。他拍下的图片里，地铁站
内指路牌上写了类似“蜀锦路”“锦
尚西一路”“交子南一路”之类的路
名，“我走错了好几次！”

因为知道地铁站有直通奥克斯
广场负一楼的出口，有几次李先生
想去商场，“但是地铁站里看不到提
示，只靠那些路名，想找到正确的出
口，很难。”大多数时候，李先生也只
能求助于站内工作人员。

走访：部分站点路名标注较多

15日下午，记者走访了成都地
铁多条线路的多个地铁站。在孵化
园站的站厅层，并没有标注近在咫
尺的“奥克斯广场”可以从哪个出口
过去，站内多块“车站周边信息图”
上，除了一个明确的“软件园”的地
名外，其余均为路名，包括“蜀锦路”

“锦尚西一路”“交子南一路”等。信
息图上的地图，也全为街道和路的
名称，没有一栋建筑物或者某个机
构、单位的名称。信息图里的“软件
园”又是哪里？记者在地图上检索，
也没有找到孵化园附近的“软件园”

地点信息，只找到人们熟知的天府
软件园——在三站以外。记者以乘
客名义联系了成都地铁服务与监督
热线，工作人员称，此“软件园”非

“天府软件园”，“是孵化园内一个软
件办公区，我问了我们这边的站
长。”她也坦言，“这个导向信息，确
实是很多年前的了。”

在人民北路站，出地铁后如果想
去金牛万达，不熟悉的人不问站内工
作人员是很难知道怎么走的——站
内信息图上，除了“成都铁路局”和

“中国地质调查局成都地质调查中
心”外，其余均为“一环路北二段”“人
民北路一段”的描述。尽管信息图上
画出了金牛万达建筑群，但是信息图
和悬挂的小指路牌上，都没有“万达
广场”的文字标识。记者询问工作人
员是哪个出口时，刚好另一名出站乘
客也上前咨询同一个问题。

在华西坝地铁站，信息图和悬

挂的小路牌上都标注了四川大学
华西口腔医院、华西医院第四医
院、华西第二医院/华西妇产儿童
医院以及四川大学华西校区等多
个目的地，却没有标注人们熟知的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只在小地图
上以小字用一个不准确的名称标
出：“四川省华西医院”。记者注意
到，几乎每趟列车到站，下来的乘
客都要在导向牌前驻足，聊天中记
者了解到，他们多数是要去四川大
学华西医院的。看了半天后，不少
人误将“华西校区”当做“华西医
院”前往。

建议：应少一些不熟悉的地名

为了去市二医院附近的“平安
银行”，市民刘女士在站厅内的导向
图前看了不下5分钟。她表示，自己
在成都住了20多年了，因为不常来，
所以对于导向图上写的“双栅子街”

“桂王桥南街”等地名还是不很熟悉。
在她看来，类似地铁站的导向牌上，
应该少一些不熟悉的地名，“能否多
标注一些附近的标志性建筑物？”

走访中记者也注意到，信息标
识引来乘客抱怨的站点多集中在1
号线。“每天都有很多人——多数是
老年人，来问我们华西医院怎么
走。”华西坝地铁站内，工作人员说
道。不过，他表示，如果标注了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出站没有立刻看
到，可能又要投诉我们。”能不能将

“万达广场”“奥克斯广场”等标注上
指路牌，几个地铁站的工作人员都
只是说“我们会向上级反映”。

为什么导向信息标注存在疑问
的站点多集中在1号线？未来对地铁
站内导向牌上的信息，是否会逐渐减
少不熟悉的路名、增加标志性建筑
物？成都地铁运营公司暂未回应。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亮

相关部门：系无照经营，已取缔该加工作坊
难解
之谜

现场
探秘

谜底
揭晓

药材这样完成药材这样完成
““奇幻漂流奇幻漂流””

怎么去万达广场？哪个出口去华西医院？……

市民：地铁站导向牌上
能否多些标志性建筑物

◀加工者正在
对药材进行“打
粉”操作

▶加工机器暗
道的另一边，
用于收集药材
的塑料盆

▲加工机器内隐藏的“暗道”，
连通到墙壁另一边

复兴社区一角

“抠细账”
新津这个老旧社区
旧貌换新颜

天府市民云
“个人房屋信息查询”
服务上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