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器人在手术中 受访者供图

重庆商报讯 不久前，家住巴南区
的牟先生急需周转资金，通过网友季某
介绍，他看中了“环球财富公司”并申请
办理了一张“环球财富卡”，对方称凭这
张卡，不仅能零首付购车，还可轻松贷
款。牟先生卡是办了，前后花了万余元，
最后才认识到被骗了。12月26日，记者
从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获悉，巴南区
公安分局民警赶赴天津，一举捣毁了一
个以贷款为名实施诈骗的诈骗犯罪窝
点。经调查，全国各地已有1千余人掉入
这个“贷款”陷阱。

季某称，这张卡不需要任何抵押即
可享受零首付购车、3万到10万元贷款，

如期还款后还能继续申请20万贷款。
见季某如此热心介绍，牟先生便通

过微信向他缴纳了 4800 元制卡费和激
活费，收到卡后又因“资料审核未通过”，
继续交了1千元资料包装费。可是几次
三番下来，贷款仍然失败，季某随即将1
千元返回给牟先生，并“贴心”地支了一
个招：在环球财富公司自有的“环球财富
购物网站”上购买黄金十二生肖吊饰，然
后套现。

牟先生以为自己真的碰上了“热心
人”，于是花费5220元买了两套。不过当
他拿着吊饰到巴南区一家金店出售时，却
被店员告知，这些标榜千足金的吊饰黄金
含量只有1克多，最多价值8百元。此时，
牟先生恍然大悟，立即报警求助。

重庆商报讯 几天前，邱先生在渝
北区渝航路家中玩手机，突然接到一名
自称贷款公司工作人员打来的陌生电
话。“您有一笔巨额贷款到期未归还。”
对方在电话中表示。为了证明自己所
言非虚，对方还通过手机号码，添加了
邱先生的微信。

之后，这名“贷款工作人员”通过微
信，发给邱先生一个二维码让其扫描，验
证贷款材料真实性。邱先生有些疑惑，就
用微信扫一扫功能打开了二维码，上面显
示的是一家珠宝公司的转账信息，邱先生
就没有理会。谁知，过了几分钟，邱先生
接到短信提示，微信绑定银行卡里总共

4300元钱被转走。邱先生立即联系这名
“贷款工作人员”，问他是不是把自己的
钱转走了，对方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三
到五个工作日转走的4300元会回到邱
先生账号上。

第二天上午10时，由于银行卡里没
有钱，邱先生又急于去修车，他只好让好
友通过微信转账方式转了3000元到微信
钱包里。这时，“贷款工作人员”又通过微
信发送了一个二维码给邱先生，并说扫码
后就将4300元归还。邱先生信以为真，
再一次通过微信进行了扫码，上面显示的
是同一家珠宝公司的转账信息，等邱先生
再联系对方时，电话已关机。上午11点，
邱先生发现微信钱包内的2700元被转
走。发现上当后赶紧报警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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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首付购车还可贷款？他办卡损失万余元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王杨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朱婷

男子醉驾昏睡立交桥上
引交通堵塞被吊销驾证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三波

重庆商报讯 昨晚，一名驾驶员喝
多了，将车随意停在立交桥上而自己
昏睡在车上，引起桥面车流堵塞，被民
警查处。驾驶员 5 年内不得重新取得
机动车驾驶证，并将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当日江北区公安分局交巡警支队
观音桥大队民警在洋河立交附近执勤
时，发现桥面车辆行驶缓慢，一辆灰色
小轿车停在洋河立交的路中间。民警
察觉情况异常，立即上前查看，只见一
男子在车里呼呼大睡，民警随即将该
男子叫醒并打开车门查看，这时一股
酒气扑面而来。

经询问，驾驶员张某承认，当日中
午和朋友一起庆祝，酒足饭饱后准备
离开，自认为酒量不错觉得自己并没
有喝醉，就支开朋友为其喊的代驾，独
自开车回家。“我想到没喝多少，开车
还是没有问题的，没想到开了一段就
困得来不起了。”张某表示开车到洋河
立交桥时，因为醉意上头，就把车停了
下来在车上睡着了。

民警对驾驶员张某进行酒精吹气
测试，结果显示 113mg/ml，涉嫌醉酒
驾驶，随后民警将该男子送至指定医
院抽取血液样本，并转交交巡警支队
案侦办进一步处理。

张某醉酒后驾驶机动车，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二
十二条第二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九十一条第二款，
将处以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且五年内
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并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张某对自己的违法行
为后悔不已。

元旦小长假将至 交巡警公布交通安全隐患路段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陈瑜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代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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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东风启辰品牌独立的元年，东风启辰成为
与东风风神、风光等并列的自主品牌。不少人都在窥
察着，启辰独立的这一年，到底有没有发生改变，取得
了怎样的突破和积淀。

如果我们都怀有这样一份心情，那么前不久，启辰
上市的一款SUV全新启辰T70，恰好让我们看到了启
辰今年尤其值得骄傲的一份答卷。

全新启辰T70定位“高品质智联SUV”，搭载1.6L、
1.4T、2.0L 三款动力系统，共计 6款车型，售价区间为
8.98-12.78万元。全新启辰T70是基于东风启辰“匠心
匠品，与你同行”品牌理念基础，以极致追求每一个细
节，满足用户对高品质好车的追求为目标而打造的全

新高品质智联SUV，是东风启辰打造“能感知、会思考、
易沟通、更懂你”的启辰智联生活圈的车联网战略下又
一重量级车型。

新车产品价值全面提升，在可信赖的合资品质基础
上，贯彻从配置动力、造型设计到智能科技的高品质标
准，成为SUV市场2017年收官的重磅之作。

东风启辰汽车公司副总经理马磊表示：“在消费升
级时代，全新启辰T70顺应精品化、智能化、舒适化的
需求变化，以最有价值的产品力和最具诚意的售价，成
为十万级自主SUV产品中当之无愧的质感男神，将为
消费者带来更有温度的移动生活。”

可以说，今年是启辰大丰收的一年，无论在轿
车、SUV 还是 MPV 领域，启辰都是全面开花地在发
展。今年 4 月，启辰 M50V 上市，填补了东风启辰在
MPV领域的空白。D60的到来强化了旗下家轿阵容
的实力。

这一年来，启辰的创新与进步也体现在了销量
上，启辰 T70&启辰 T90 所组成的 SUV 双雄，也成为
了启辰销量明星车型。今年 1～11 月，东风启辰累
计销量 12.1 万辆，同比增长 17.4％，已经超过了去年
全年的销量。同时这样的增速，远超行业 3%水平的
近5倍之多。

一年时间，东风启辰改变了很多。它变得越来越会
思考，越来越读得懂消费者需求，也越来越能紧跟时
代、先人一步地切入下一个新兴市场。饶是如此，才成
就了启辰如今的口碑与销量。

对于一家企业来说，
一年时间能有多大改变？

九龙坡推进创建
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谭柯
实习生 周凇槿

重庆商报讯 为深入推进创
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区工作，
提高学校师生和从业人员食品安
全意识，昨日，九龙坡区在彩云湖
小学开展了以“加强食品安全教
育，保障师生饮食健康”为主题的
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宣传教育
活动周系列活动。

加强食品安全宣传

食品安全主题班会、知识竞
赛、辩论赛、手抄报、书画展、快板
演说……在彩云湖小学，学校根
据学段特征，开展了形式丰富的
宣传教育活动，让食品安全意识
入脑入心。

“除了这些宣传活动，更重要
的把食品安全教育与课程相结
合。”学校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学
校充分发挥课堂主阵地作用，将
语文课、科技课、美术课、健康课

中涉及食品安全的内容与主题教
育相结合，尤其是将学生午餐积
极开发为营养搭配与食品安全校
本课程，形成了丰富多彩的食品
安全校园文化。“接下来，学校还
准备创编一首食品安全歌，让学
生更重视食品安全。”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在加强宣传的同时，学校也
从各个方面加强对校园食品安全
的监管。

学校成立了教师食品安全管
理组和学生监督组，分别对食品
采购、加工制作、学生卫生习惯进
行监督。学生工作组每天通报检
查情况，食堂员工每周召开一次
工作例会，教师工作组每月向行
政会上通报一次监管情况。

另外，学校充分发挥家长、社
区优势，邀请医生、护士、社区干
部、卫生监督协管员 20 余名，到
校开展知识讲座共计15场次。学
校还向学生发放食品安全宣传卡

1090张，让食品安全从校园扩展
到家庭，有效提高学生和家长的
食品安全意识。

创建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除了抓实校园食品安全工
作，为了更好地创建国家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目前，九龙坡区正在
开展广泛的宣传活动，从学校到
社区，努力做到社区居民全覆盖、
食品生产经营从业人员全覆盖。
同时，全区将发放 100 万张市民
宣传卡和 12 万张中小学生宣传
卡，举办 210 场社区食品安全知
识集中宣传。

记者了解到，九龙坡区食安
办还组织开展了“九龙坡区创建
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有奖答题
活动”，截至目前，已吸引了近30
万的市民群众参与。通过这些举
措，提高市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
认识，提高创建工作的群众知晓
率和满意度，增强人民群众的幸
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重庆商报讯 记者从市交巡
警总队获悉，元旦小长假将至，私
家车出行、旅游客运、景区车流增
多，同时，进入冬季，高海拔地区
易出现积雪、结冰，山区河谷路段
易起雾，给道路交通安全出行带
来一定隐患。对此，市公安交管
局收集整理了我市 158 处易起
雾、易结冰等道路交通隐患路段，
希望广大市民途经以下路段时注
意谨慎驾驶，确保行车安全。

雾天行车时，要严格按照雾

天限速行驶，不可超速行驶。
在结冰路面上行驶，必须根

据道路情况，选择适当档位，在光
滑的结冰路面上行车，应用低速
档缓慢通行，如需在光滑的冰路
面提高车速，应逐渐加速。

积雪覆盖路面，道路的真实
情况不易分辨，行车时应根据地
势和路旁树木等标志进行判断，
适当控制车速，沿中心线或积雪
较浅的路面行驶；尽量不要超车，
会车时选择比较安全的地段，如
需停车，应提前换入低速档降低
车速缓慢使用制动停车。

重庆商报讯 近几个月以来，随着
沙坪坝车管所和九龙坡车管所先后迁往
土主和巴福两地，选择到大渡口区公安
分局交巡警支队车管所就近办理业务的
市民不断增多，车管所业务量大幅激
增。为此，该所主动提供延时服务，以免
办事群众再跑一次。

据悉，自从沙坪坝车管所迁移后，九
龙坡车管所业务量剧增，特别是遇业务
井喷日，办事的群众甚至排队至业务大
厅外。

为了保证每个来办事的群众都能尽
快办完业务满意而归，且不再跑一次，该
车管所全体干警、工作人员竭尽全力、恪
尽职守、认真履职。

业务大厅内，为节约点滴时间，爱喝
水的警员，不得已暂时戒掉了喝水的习
惯，被群众期盼眼神催促着，警员们的脚
步变得急促，配合默契的业务转递，甚至
只需要一个眼神。

窗口民警和工作人员更是主动放弃
中午休息时间，提前上岗，为群众提供延
时服务；后台制证、档案等岗位，面对前
台转递来的山一样的资料，快速运作，无
缝衔接，不到万不得已不去卫生间，已成
这里的工作常态。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该车管所日均
查验机动车 170余台，受理机动车业务
320 余次，受理驾驶人业务和违章处理
业务300余人次。

大渡口车管所延长服务时间
为市民提供便捷服务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友
通讯员 陈艺军

重庆商报讯 近日，西部首
例运用价值 2000 多万元的达芬
奇机器人实施甲状腺瘤切除术成
功在陆军军医大学大坪医院（以
下简称“大坪医院”完成。25 日
上午，刚刚做完甲状腺肿瘤切除
手术才第4天的陈女士从大坪医
院乳腺甲状腺外科出院。陈女士
在这里切除了自己直径约4厘米
的甲状腺肿瘤。给她做手术的，
是一位白色的“机器医生”。

25岁女孩患甲状腺肿瘤

今年 25 岁的陈女士是重庆
垫江人，从小就很爱美。但是就
在12月初，她却发现自己的脖子
上长了一个小小的包块，且越来
越明显。

12月中旬，陈女士到垫江当
地的医院检查，检查结果显示，陈
女士脖子上的肿块是一个直径为
4厘米的甲状腺肿瘤。医生建议
陈女士切除肿块，“即使是良性肿

瘤，直径太大也会压迫邻近器官，
对人体造成不适感甚至伤害。”医
生对她说。

面对肿瘤切除手术，陈女士
犹豫了。“一般的切除手术都会在
脖子上留疤痕，我受不了。”她告
诉记者。

机器人在口腔内手术

12月19日，陈女士慕名转院
到大坪医院乳腺甲状腺外科副主
任医师徐琰副教授处接受治疗，
原因是听说 2016 年该院徐琰医
生团队曾实施了西部地区首例体
表无疤痕的腔镜甲状腺手术。在
入院检查后，陈女士再三告诉医
生自己不想留疤。面对陈女士的
要求，徐琰副教授和医护团队进
行分析讨论后，决定给她实施一
台特殊的手术。

12月21日，陈女士的手术开
始了，主刀医生徐琰却远远地坐
在手术室的一角，他的面前是一
台显示器，显示器上精确地显示
着此刻正躺在手术台上的陈女士

嘴里的情况。
徐琰手里的摇杆代替了手术

刀，而代替徐琰站在手术台前的
是一台白色的达芬奇手术机器
人。徐琰操纵着机器人的机器
臂，缓慢而精准地在陈女士口腔
内张开的下唇和下齿龈之间，打
了3个洞，并切除了肿瘤，而全身
只留下了嘴巴里总长约3厘米长
的伤口

机器人手术更“完美”

实际上，徐琰利用机器人经
口腔前庭进入甲状腺进行肿瘤切
除的手术，在中国西部地区尚属
首例，此前，国内仅在北京进行过
两例类似手术。

手术上的达芬奇机器人价值
2000万元，是大坪医院去年引进
的。徐琰今年获得了机器人手术
资质，“我一直都希望将机器人用
于甲状腺手术，这可以将病人的
伤 害 降 到 最 小 ，恢 复 时 间 更
快！”徐琰介绍，此前，机器人甲状
腺切除手术一般从腋下和乳晕进

入，在体表留有伤口，在体内皮下
打出的手术通道长。近年来，国
内外少数医生们开始尝试用腔镜
从人体的口腔前庭进入做手术，
需要做3个5~12mm的切口在口
腔内。

“利用手术机器人，比用腔镜
手术创口面积还将进一步缩小，
而且体表完全看不见。”徐琰介绍
说，除了伤口小，机器人手术还具
有传统开放手术和传统腹腔镜手
术所不具备的优势。首先，机器
人配置的摄像头具有裸眼 3D技
术和高分辨率技术，能将体内情
形放大 10 倍，比人眼直观更清

楚。另一方面，仿真机械手臂有
7 个自由度，比人手更灵活、准
确。除此以外，手术控制器能够
自动滤除震颤，比人手更稳定。

徐琰介绍，对于甲状腺外科
病人来说，达芬奇机器人手术的
主要适应症就是有切除指征的良
性甲状腺肿瘤以及早期甲状腺
癌。但由于器械成本原因，目前，
一次机器人手术的价格约五六万
元，比起传统的腋下手术和腔镜
手术（一般在3万以下）都更为昂
贵。另外目前并不在医保报销范
畴，患者在选择手术方式时也要
考虑适合自己的方式。

这个机器人做手术很神奇这个机器人做手术很神奇
切除甲状腺肿瘤不留疤痕切除甲状腺肿瘤不留疤痕
价值2000多万元，一次手术的价格在5~6万元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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