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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赞！ 达州的哥感动列车乘务员
好心
的哥分秒
必争，免
费送伤者
就医。

近日，一辆由重庆开往福建
方向的火车在达州站停靠，车上
下来了两名乘务员，其中一人的
手指鲜血直流。 究竟发生了什么
事？
乘务员谢先生告诉记者，火
车从重庆北行驶到达州站时，一
名乘务员的手指被厕所门的合
腋夹断了。 由于事出紧急，他护
送受伤同事乘坐警车来到就近

的通川区人民医院治疗。 但医院
没法医治，他们拦了一辆出租车
赶往中心医院。 到达医院后，出
租车司机没有收取车费让他们
抓紧时间赶去治疗。 由于该院也
无法医治，之后，受伤的乘务员
被紧急送往重庆就医。 如今事隔
一周多时间，当时护送受伤同事
的谢先生想找到这位好心的哥，
对他表示感谢。

记者通过谢先生提供的车
牌号码联系了达州市运管处，找
到了这名好心的哥。 的哥姓段，
是达州佳禾出租车公司一名出
租车司机。 段师傅告诉记者，当
天中午 12 点左右， 他在通川区
人民医院附近遇到了伤者。 得知
伤者手指断后，担心贻误最佳治
疗时间，他一路超车，将伤者送
往了市中心医院门诊部。
将伤者送到门诊部后，他便
离开。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个
多礼拜，但段师傅仍然对这位受
伤乘务员的情况很挂怀，在记者
的帮助下，段师傅添加了这位受
伤乘务员的微信，两人通过视频
进行了交流。 段师傅说，作为一
名出租车司机，助人为乐是自己
义不容辞的责任，举手之劳实在
不足挂齿。
（昕霖 王珂）

老人收藏“豹子号”人民币 被忽悠！

老
人轻信
商家宣
传，收藏
“豹 子
号”人民
币后，后
悔不已。

近日，达城市民童大爷为花
费了一万多元购买的两套第五
套“豹子号”人民币吉祥号珍藏
册而后悔不已。
童大爷告诉记者，事发当天
他在街上接到一张商家的宣传
单可免费领杯子，童大爷前去看
个究竟，商家劝说他买这套鸿运
当头吉祥号珍藏册，并介绍说收

藏价值大，今后有很大的升值空
间。 他便购买了两套留给后人。
可他没想到， 今年他的胃癌复
发，急需花钱治疗。 于是，他希望
商家能将这两套珍藏册回收。
记者从达州市收藏家协会
有着几十年收藏经验的杨老师
处了解到， 类似这种豹子号、顺
子号的第五套人民币纸币非常

普通，稀有程度并不高，收藏价
值也不大。 了解情况后，童大爷
后悔不已。
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达州
中心支行货币金银科了解到，这
样的连号只是人民币印刷和发
行中一个很普通的冠码流水数
字符号。 目前，第五套人民币属
于流通货币，根据法律规定不能
买卖和装帧。 他们将立即联合公
安部门、 工商部门对这家买卖、
装帧流通人民币的公司进行查
处。
截至记者发稿前，当初将这
两套珍藏册卖给童大爷的商家
已经将钱退还给了童大爷。
（成芳 冉鹏）

交定金买房 房子竟在他人名下
定房
后发现房
子竟在他
人名下，
咋回事？

近日，宣汉县朱女士交了 20
万元买房，结果房子早已在别人
名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直在外务工的朱女士想
回到宣汉定居， 在朋友的介绍
下，她购买了麟龙名苑楼盘的一
套住房。 朱女士告诉记者，当时
中间人介绍说这套房子是开发
商抵给工人的工程款，如果她签
了合同，房子马上就备案到她名

下。 朱女士付了 20 万元首付款，
合同也签了。 签订了购房合同
后，合同被开发商拿走备案。 她
只留下一张发票作为凭证。 事
后， 朱女士觉得事情有些不对
劲，到宣汉县房产管理局查询发
现， 她所购买的这套房屋早在
2017 年就已备案到姓尹的人名
下， 朱女士刚好又认识那个人。
朱女士找到尹先生，但尹先生表

示对于房子又卖给了朱女士，他
并不知情。
得知这样的情况后，朱女士
觉得自己被骗了，她要求开发商
退还自己缴纳的所有定金，但先
后几次找到开发商，对方一再拖
延。 后来，朱女士让对方签订了
一个还款承诺书，约定在规定的
时间内还款。
随后，记者来到麟龙名苑新
楼盘， 见到了其中一位负责人，
他告诉记者，房子之前确实抵给
尹先生， 但后来卖给朱女士，尹
先生也是知情的。
于是， 记者联系尹先生得
知，尹先生认为，房屋的价格、买
主、包括签合同，都应该由他本
人负责。 而开发商私定价格并与
对方签订合同， 就属于一房多
卖。
（谭韵 杨旭）

近日，达州富明驾校徐
家坝校区正式开始运行。 这
是一所驾校与考场为一体
的驾驶培训机构，主要方便
达城北外片区学驾人员的
培训与参考。
据了解， 该校成立于
2006 年 4 月，是一所从事驾
培行业十多年的老牌驾校。
为响应政府号召，活跃家乡
经济，已正式从高家坝搬迁
至徐家坝火石梁路口。 目
前，驾校现拥有崭新的训练
场地 2.1 万多平方米， 崭新
的教练车 20 多辆，一幢 900
多平方米的办公楼，并设有
模拟教具教室、多媒体教学
教室、 教练和学员休息室、
小卖部，停车场、洗车场、餐
厅等相关配套设施。
富明驾校校长邓庭华
表示， 通过一年的建设，新
学校场地更加规范，教学设
施更齐全， 师资力量更雄
厚。 运行后，根据学员的时
间和要求合理安排训练，培
养学驾人员的安全意识、驾
驶素养、守法观念和驾驶技
能。 学校将始终以“学员至
上、以人为本、信誉第一、保
证质量”的办学理念，以全
新的面貌、 崭新的教练车、
规范化的管理，优质的服务
面向全社会。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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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 达川区南
外工商所在全省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集中开展的“春雷行动
2019”专项整治行动中，重点
针对当前保健品市场乱象问
题，查处了一起发布虚假广告
误导顾客治病的市场违法案
件。
经查，当事人达州邦某某
医疗器械有限公司自 2018 年
11 月在达川区通达东路从事
医疗器械及用品、 保健食品、
预包装食品、电子产品等经营
活动以来, 为吸引更多顾客，
该公司在某耳病康复机构主
办的 2019 年第三期报纸上，
宣传了邦某某滴耳油“耳聋耳
鸣一用就灵，治疗患者耳聋耳
鸣邦某某有绝招” 的治病广
告。 南外工商所执法人员在检
查中发现， 当事人发布此广
告， 不能提供相关证明文件，
也未到相关部门审批及备案。
据此，工商部门根据相关
规定进行了查处， 给予 2000
（吴显权）
元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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