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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7日，记者从四川丽攀
高速（丽江至攀枝花高速）公路有
限责任公司获悉，2019年11月20
日 0 时起（以车辆出站时间为
准），丽攀高速公路攀枝花段正式
收取车辆通行费。

丽攀高速公路攀枝花段起于
川滇两省省界攀枝花市仁和区福
田镇，经庄上、陶家渡、新庄、瓜子
坪、银江，止于攀枝花市金江镇，
与已建成京昆高速公路攀枝花至
田房段相接，全长51.23公里。全
线采用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
建设，设计速度80公里/小时。

据公告显示，一类车基价标
准暂按 0.65 元/车·公里，货车计
重收费标准为0.0885 元／吨·公
里执行。收费期限暂定为 20 年，
即从2019年11月20日起至2039
年11月19日止，提前偿还完贷款
即停止收费还贷。

丽攀高速公路攀枝花段在川
滇两省交界处设主线收费站（位
于云南省境内），庄上、陶家渡、新

庄、瓜子坪、银江设匝道收费站，
与四川省高速公路联网收费。以
一类小客车为例，走完丽攀高速
公路攀枝花段全程是33元。

丽江至攀枝花高速公路攀
枝花段（以下简称“丽攀高速公
路攀枝花段”）是 G4216 蓉丽高
速重要路段之一，是国家高速公
路网中大理到丽江和北京到昆
明 两 条 高 速 公 路 之 间 的 连 接
线，对补充和完善国家西南部
高速公路网具有重要作用。是
出川大通道，也是融入湄公河
流域和东南亚经济圈、进入南
亚的必经之路。是连接四川省
攀枝花市和云南省丽江市的大
香格里拉旅游环线快速通道。该
项目的建设，将进一步促进沿线
地区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改善
攀枝花、丽江现有的交通运输条
件，大力助推攀枝花和丽江两市
产业的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江龙 图据高速路公司

11月17日，周日，长江宜宾合江
门水域，数以百计的红嘴鸥在江面
上飞舞。在长江零公里地标观景台，
市民围在江边喂海鸥，人们争相拍
照留念，发朋友圈。

据了解，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善，
四川宜宾长江合江门（三江口）于
2000 年迎来首批过冬的红嘴鸥。此
后，每年冬天，都会有大量红嘴鸥在
宜宾三江口一带过冬。

今年已是红嘴鸥来宜宾越冬的
第19年，宜宾江段已成为红嘴鸥的

家园。预计目前到达宜宾的红嘴鸥已
超2000只，也是19年来最多的一次，
这证明了宜宾生态环境质量的改善。

除宜宾城区三江口，宜宾叙州
区南广河、长江江安段等地，也有
红嘴鸥光临过冬，引得市民关注、
追拍。

红嘴鸥（学名：Larus ridibun-
dus），俗称“水鸽子”，体形和毛色都
与鸽子相似，体长37-43厘米，翼展
94-105厘米，体重225-350克，寿命
32年。嘴和脚皆呈红色，身体大部分

的羽毛是白色，尾羽黑色。其主食是
鱼、虾、昆虫、水生植物和人类丢弃
的食物残渣。

红嘴鸥数量大，喜集群，在世界
的许多沿海港口、湖泊都可看到。一
般生活在江河、湖泊、水库、海湾。繁
殖于中国西北部的天山西部地区及
东北部的湿地。在中国东部及北纬
32 度以南所有湖泊、河流及沿海地
带越冬。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
敏 图据“宜宾零距离”微信公众号

近日，攀枝花一年轻女子因
感情问题，来到金沙江跳江轻生。
危急时刻，一名的哥不顾危险跳
入江中救人。

据了解，跳江救人的的哥叫
刘杰，今年32岁，他表示，趁着女
孩没有被水流冲走，迅速游到她
的身边，将她抱住推向岸边，与乘
客合力将跳江女孩拉上岸。“当时
想都没想，只想着救人。我会游
泳，可以救人，其他什么都没想。”

女子跳江轻生
警民合力救援

11 月 6 日凌晨 0 时，攀枝花
公安局东区公安分局大渡口派出
所接 110 指令：滨江大道“渔当
家”酒楼对面，有名女子在江水中
欲轻生。

民警到达现场时，该女子已经
被一名好心的出租车司机救上岸，
但她情绪激动，一直哭泣，站在江
边不愿离开，身体已被江风吹得
瑟瑟发抖，有再次轻生的可能。

轻生女子的朋友告诉民警，当
时情况十分惊险，女子情绪激动已
经跳入水中，所幸一名的哥不顾危
险立即跳下去将轻生女子救起。

“她都顺着水漂下去了，我不会游
泳，还好师傅下去救了她。”

出警民警耐心劝说女子，后
将她搀扶上警车。随后，民警将其
带回派出所。在派出所里，该女子
埋头哭泣，不愿言语。民警细心与
其沟通，女子慢慢打开心结，向民
警诉说了事情的缘由。女子今年
19 岁，因感情问题一时想不开，

产生轻生念头。在民警的不断开
导下，女子平复了情绪。最后，女
子的朋友将其接走。

救人的哥：
“看见了不可能不救人”

据了解，救人的哥刘杰事发
当晚在东区川惠酒店门口接到了
一名女乘客去往滨江大道附近。
到达目的地后，该乘客告诉他，要
下去救个人，希望他能在原地等
一会。

听了乘客说的话，又听见江
边有人在哭，刘杰意识到可能有
事情发生，放心不下的他便和乘
客一路小跑到了江边。“我到的时
候，那个女孩已经在江水里了，我
就跟她说水里冷，有什么事情上
来再说。”

刘杰和乘客看见女孩站在
江里，情况十分危险，于是一边
拨打报警电话，一边劝说女孩，
但女孩情绪激动不听劝说，朝江
水中走去。看见女孩的举动，刘
杰纵身一跳，趁着女孩没有被水
流冲走，迅速游到她的身边，将
她抱住推向岸边，与乘客合力将
跳江女孩拉上岸。

“当时想都没想，只想着救人，
因为我会游泳，可以救人，其他什
么都没想。”刘杰说，“救人上岸后，
确实很冷，但是看见了不可能不救
人。”事后，轻生女子对自己的行为
进行了反省，向刘杰发送了感谢短
信，并送上了一面锦旗。

唐晶晶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江龙

“我都一直骗孙子，说他妈妈去国
外工作了，要等你长大了才回来。”卢
女士说，女儿今年 32 岁，在一家全球
知名的公司工作，有一个 4 岁大的儿
子。连日来，家人一直为女儿的事情在
外奔波，仅在家中简单搭了灵堂，还来
不及把消息告诉亲朋好友，当孙子看
到女儿遗像时，问及妈妈去哪儿了，她
无法将女儿的死讯告诉孩子，只能编
个理由欺骗他。

采访过程中，卢女士拿出手机翻
阅出一张张女儿的生活照片，眼泪止
不住地往下流，“这张是她前几天在冰
岛玩发来的照片、这张是去年在越南
时候拍的。”成都商报-记者从小李多
张生活照片看到，小李长相美丽大方，
身材匀称，卢女士说女儿身高1.63米，
之前有 120 多斤，通过一段时间减肥
已经瘦到了110斤。11月12日刚从国
外旅游回到成都，14 日去做的手术。
卢女士不明白，女儿并不胖，为什么要
去做抽脂手术。

而闺蜜王女士告诉记者，当时
听到小李要去做抽脂手术，自己也
很惊讶，小李说宣传时只要三千多
块，没想到去了医院之后，院方说三
千多只是一处，自己有十几处要做，
需要4 万多块，最后打折优惠后还花
了2万多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
婷 摄影记者 刘海韵

女子做抽脂手术身亡
涉事美容机构暂停营业

相关部门已介入调查，美容机构负责人正在与家属协商处理此事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19307期开奖结果：
036。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19132期开奖
结果：红色球号码：04 06 11 14 19 33 蓝色球号码：07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9307期开奖结果：027，直选：3292注，
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8016注，每注奖金173元。（18157495.83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9307期开奖结果：02786，一等奖35注，
每注奖金10万元。（360226654.5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9132期开奖结果：6138820，一等奖
1注，每注奖金5000000元；二等奖8注，每注奖金33185元；三等奖
144注，每注奖金1800元。（19684345.0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68期：13003311030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9173期：1330003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9156期：0030031303133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任选9场第19156期：00300313031331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年1月16日)

足彩

女子跳江轻生
的哥想都没想就跳水救人

11月20日起
丽攀高速公路攀枝花段正式收取通行费！

“我接到电话赶到医院时，人已经
不行了。”11月14日下午，卢女士接到
女儿闺蜜的电话，称女儿小李在一家美
容机构做抽脂手术时发生意外，需要转
医院治疗，她和家人急匆匆赶了过去。
令她悲痛的是，女儿还没来得及转院就
已抢救无效死亡了，年仅32岁。

11月14日，市民小李来到成都瑞斐
思医疗美容机构做腰腹环吸术，她或许以
为这只是一起简单的抽脂手术，还约了闺
蜜术后一起逛街，没想到躺在手术台上，
却再也没醒来。11月17日，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了解到，目前相关部门已介入
调查，涉事美容机构已暂停营业，美容机
构负责人正在与家属协商处理此事。

11月17日，距离女儿小李出事已
经4 天，卢女士等家属与美容机构负
责人仍在芳草街派出所里协商，可是
对方迟迟未给家属一个交代。

谈及女儿的意外，卢女士痛哭起
来，“我接到电话赶到美容机构时，人
已经抢救无效死亡了。”卢女士说，出
事当天女儿在闺蜜的陪同下来到位于
成都市高新区神仙树南路的瑞斐思医
疗美容机构做抽脂手术，下午的时候
却接到电话说女儿手术出了状况需要
转院治疗，她和家人急匆匆赶了过去，
令她悲痛的是，女儿还没来得及转院
已经抢救无效死亡了，年仅32岁。

当天陪同小李做手术的王女士向成
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讲述了事发经过。
王女士说，11月13日下午4点左右收到
小李的微信，让她14日陪同她去做腰腹
环吸术手术，14日上午10点半左右，小李
进入手术室，“小李告诉我是要做全麻手
术，大概需要4个小时，我就在楼下等候。”

到了下午两点左右，王女士觉得时
间太长了，便上二楼去查看情况，却看到
医生护士手忙脚乱的样子，她询问是不
手术出了问题，医生说在抽脂过程中小
李出现了异常反应，可能有生命危险，需
要转院治疗。见情况紧急，王女士立刻打
电话通知了小李的老公和妈妈，期间120
急救人员赶到进入手术室对小李进行抢
救，抢救了大约40分钟，下午3点左右，
120急救人员出来告知小李已经死亡。

出事后，王女士第一时间报
了警。“美容机构告诉我们做完手
术后，可以直接离开，不需要留院
观察，所以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一
个小手术，还约好做完手术去逛
街。”王女士说，根据小李安排，她
15日还要回公司上班，谁也没有
想到，在手术中人就这么没了。

对此，卢女士怎么也想不明
白，为何一个抽脂手术竟然把女
儿的命给弄没了，家属质疑一家
美容机构，竟然在不具备医疗救
治力量的情况下做全麻手术，存
在极大的手术风险。因此，家属找
到美容机构讨要说法并索赔，可
迟迟未有交代。

11月17日上午，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来到芳草街派出
所，卢女士等家属与该美容机构
的相关负责人仍在派出所里协
商，“卫生部门和警方查了，说是
有医疗资质，让我们双方先行协
商处理。”卢女士说，相关部门介
入后，他们将在 18 日进行尸检，
对小李的死因进行鉴定，具体进
一步处理。

小李的死亡是否由院方过
错造成？院方将如何处理此事？
在派出所里，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与美容机构负责人沟通
了 1 小时，对方均无正面回应，

仅表示已经连续 3 天在派出所
配合家属方协商此事，目前协商
并未达成一致。

随后，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来到神仙树南路的瑞斐思医
疗美容机构，该机构大门紧闭，透
过玻璃看到店内空无一人，并没
有营业，美容机构负责人也表示
目前暂停营业。记者在网上查询
到，这家医疗美容门诊部新开不
久，其工商登记时间为 2019 年 2
月28日，经营范围为营利性医疗
机构（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
批）不得开展经营活动）；美容服
务（未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审批）
不得开展经营活动）；销售化妆
品；专利代理服务（未取得相关行
政许可（审批）不得开展经营活
动）；商标代理服务；版权代理服
务；广告设计、制作、发布（不含气
球广告）代理。（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另外，记者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网站上查
询到，该机构在 2019 年 10 月 12
日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许可的诊疗科目为医疗美容科、
美容外科、美容皮肤科。

截至中午记者离开时，双方
仍在就此事进行协商。

女儿做抽脂手术发生意外
人没了

家属向美容机构索赔无果
涉事医院已暂停营业

母亲无法将女儿死讯
告诉其4岁孙子

超2000只红嘴鸥宜宾过冬
快去拍点美照刷朋友圈

进展 悲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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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李生前照片 涉事美容机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