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人散步突发疾病，好的哥送医不留名：

“嘴对嘴给母亲喂药
患者女儿孝顺感动我”

购买了房子好几年，却因房产开发
商超面积建设，未按规划修建足够的停
车位，上千业主迟迟拿不到房产证。一
怒之下，成都龙泉驿某小区的435户业
主将开发商告上法庭。

11月25日，华西都市报记者从成
都龙泉驿区法院获悉，该院日前对此案
作出调解和判决，小区业主们分别获得
了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的赔偿。

新房到手
房产证却遥遥无期

2010年 1月，成都市民王先生与
成都一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签订合
同，在龙泉驿区购买了一套价值37万
元住房。

按约定，房产公司应在2011年12
月30日前，向王先生交付房屋。合同
同时约定，房地产公司应当自商品房交
付或应当交付之日起300日内，为业主
办理房产证。

如因房产公司原因未能如期办理
房产证，房地产公司应当按日向业主支
付全部已付房款万分之零点三至万分
之二不等的违约金。

2011年12月30日，房地产公司向
王先生交付了房屋，但按照合同约定本
应在2012年10月25日前拿到的房屋
所有权证书，王先生一直没有等到。

2014年 7月，王先生和其他业主
经多方打听了解到，不能按时办证，是

因为房地产公司在修建小区时超建了
面积，而且没有按照规划修建足够的停
车位。对此，龙泉驿区规划管理局对其
作出罚款59.7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并
责令对车位不满足规划要求的部分进
行整改。

逾期700天
业主分三批起诉开发商

2014年9月29日，王先生终于取
得了房产证。他算一算，此时，按与地
产公司的约定已经逾期704天。

逾期办证，王先生和其他业主拿着
合同，向房地产公司提出了赔偿要求。
2015年2月9日，房地产公司向全体业
主承诺，将于2015年10月31日前向
业主赔付逾期办理房产证的各项损失。

然而，业主们并没有如期收到房地
产公司的逾期办证损失，于是，王先生
将该房产公司告至法院。法院在查明
事实后，判决该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
判决生效后15日内，向原告王先生支
付违约金7860.23元。

据悉，该小区435户业主先后分了
三批，将房地产公司告至法院。法院通
过调解和判决两种方式进行了处理。
针对具体情况，业主们获得了数额不等
的赔偿，其中，单个业主获得最高的赔
偿为3万多元。435户业主共计获得四
百多万元赔偿。

龙泉法 华西都市报记者 毛玉婷

家属
发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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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茶艺表演，热情的彝族
歌舞，还有各种四川名优土特产试
吃……11月25日，由四川省商务厅
主办、四川省商务事务发展中心承办
的“川货全国行·南昌站”活动，以“第
九届中国绿色食品博览会”为平台在
江西省南昌绿地国际博览中心启幕。

南昌站是今年我省“川货全国
行”的最后一站。展会现场近1500
平米的“四川馆”中，我省 18 个市
（州）约160家企业、上千种川货集中
亮相，以丰富多彩的互动式体验对川
货进行主动营销，进一步增强了川货
出川新动能，塑造川货品牌好形象，
拓展市场销售新空间。

市场倒逼川货老字号主动出击
泸州肥儿粉是许多80后儿时的

记忆，如今，这个四川老字号也借力
“川货全国行”的平台，主动出击省外
市场。“跟着‘川货全国行’出来闯了
三年市场，还是认识了不少客户，我
们的销售额也提升了10%左右。”泸
州传承古法食品有限公司企业文化
部部长陈宗华告诉华西都市报记者，

通过市场拓展了解市场需求，倒过来
促使企业不断提档升级，创新产品。

“这两年，不少经销商给我们建议进
一步细分市场、扩大受众范围。”他
说，“于是今年我们根据市场反馈投
入了七八十万做新品研发，开发了五
六种产品出来。”他说，这次展会上，
他们不仅带来了传统的婴儿米粉产
品，还带来了新推出的老人米粉、女
士米粉，受到参展商关注。

武胜县醉仙麻辣牛肉食品公司
的副总经理汪洪福，每次总是自己到

“川货全国行”的现场来参与展销和
对接。“在本地我们是重点企业，但走
出来才发现自己的营销理念、产品的
包装都很落后。“他说，公司今后将加
大在营销推广、品牌包装上的投入。

产销对接提升华中市场占有率
据悉，此次活动是“川货全国行”

活动开展三年来，首次走进长江中游
重要商贸中心南昌，走进连接长三
角、珠三角、海峡西岸经济区三大重
要经济圈的重要交通廊道江西。借
助江西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区位优
势，川货可以进一步拓展华东市场，
辐射华中、华南市场。

“我们的产品销售覆盖了全国，
但是在江西还比较薄弱，不少消费者

还不太了解我们的品牌。”张飞调味
品公司总经理吴显峰说，通过此次参
展，他们希望在江西和华中市场有进
一步的突破，把销售渠道往当地的二
三线城市下沉。

提高川货在江西市场的知名度
和占有率，不仅是川企的愿望，也符
合当地流通企业的需求。“江西消费
者特别需要优质的生鲜农产品，例如
四川的猕猴桃，这次四川商务部门自
上而下强力推动，上百家川企组团跟
我们现场直接对接，为双方提供了更
大的合作空间。”江西省供销电商集
团CEO金恩焘说，与产地供应商建立
直接联系后，他们将改变原来的经营
策略，以预售、众筹的方式策划推动
四川名优生鲜大批量进入江西市场。

“通过‘川货全国行’走出来，我
们发现了四川产品在省外市场上品
牌不够响、产品不够好等问题，也促
使我们的企业在产销环节、营销方
式、品牌包装上做出思考和改变。”省
商务厅厅长刘欣说，明年省商务厅在

“川货全国行”活动的形式上也将做
出创新改变，组织更多企业到省外批
发市场、连锁超市、大型餐饮企业设
立专区专柜，让川货不仅要走得出
去，更要留得下来。

华西都市报记者 童星燕 南昌报道

新产品新动能 川货抱团进南昌

市场拓展“三大活动”特别报道

25日，一条“成都好的
哥”的微博，在网上引

起了热议，发帖的是成都市川剧
研究院副院长王玉梅。

微博中说，在21日晚，她的
母亲在散步时，突发脑溢血不能
动弹。一位不知名的出租车司
机，主动帮忙把老人抬上车送医，
老人在车上呕吐，但的哥没有怨
言，直到把老人推进抢救室。

由于老人病情危急，王玉梅
没来得及给车费，司机便离开了，
她便发布了微博，想寻找好心的
哥，当面致谢。

25日上午，好心的哥终于找
到了，他是成都寰宇出租车公司
的朱建明师傅。

朱师傅说，人人都有父母，都
有危急的时候。而在老太太病重
时，王玉梅用嘴对嘴的方式，反复
为老母亲喂药，反而感动了他。

11月

图据网络

▶成都市川
剧研究院副
院长王玉梅
的微 博 截
图。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杜江茜）各市
州交全年空气质量治理“成绩单”的时
候到了。11月25日，华西都市报记者
从四川省环保厅获悉，2016 年 11
月-2017年3月，环保“三大战役”领导
小组有关成员单位负责人将带队，每个
月对全省各市(州)政府大气污染防治情
况开展专项督查，内容包括各市（州）对
省政府下达的2016年环境空气质量政
府年度责任目标完成情况、2016年度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情况、今冬
明春大气污染防治工作推进情况。

今年年初，国务院与四川省人民政
府、省人民政府与各市（州）人民政府签
订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这是必
须完成的约束性政府目标和政绩考核
硬任务。

此次将分组督查各地部署落实《四
川省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
及2016年度实施计划的情况。督查内

容包括各地将大气污染防治工作纳入
当地党委、政府重大工作部署、实施目
标管理、任务分解和落实主体责任等方
面的情况;各地严格产业准入、淘汰落
后产能、整治燃煤小锅炉和工业企业大
气污染治理、机动车污染防治、城市扬
尘污染治理、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重
污染天气应对等重点工作开展情况及
成效、存在问题及下一步工作措施等。

在督查方式上，将主要采取听取政
府工作汇报、查阅资料、现场核查、座谈
交换意见等方式进行。同时，督查工作
将邀请新闻媒体采访报道，并接受人
大、政协等监督，要求各地邀请当地省、
市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一名参与督
查工作。

据了解，督查组将对督查情况形成
督查报告，并对各地提出指导意见和建
议。各市(州)对督查发现的突出问题要
逐条整改落实，限时整改到位。

今冬明春 专项督查各市州大气治理

在讲述老人送医的过程中，朱
师傅反复提到了一个细节，他说，
这个细节让他很感动，感受到了亲
情的美好。

朱师傅说，搭乘出租车的女
士，是老太太的大女儿；老太太的
幺女，也就是王玉梅，在事发不久，
也赶到了丽都路现场。

“幺女王玉梅先是买药，又买
水，很孝顺。”他说，由于老太太已
经昏迷不醒，根本没法张口，也喂

不进去药，为了把药喂进去，王玉
梅直接捏开了胶囊，把药倒在自
己嘴里，再喝上一口水，直接嘴对
嘴，把药喂进老太太的嘴巴。

“老太太在呕吐，王玉梅刚用
嘴把药喂进去，老人又吐了出来，
但王玉梅没有嫌脏，也没有犹豫，
继续用嘴给母亲喂药。”朱师傅
说，正是这个细节，让他十分感
动，“很多亲生子女，未必能做到
这样。” 华西都市报记者 李智

老人散步突发脑溢血
成都好司机一路护送

24日晚10点过，王玉梅在新
浪微博上发帖，详细讲述了母亲
突发重病，的哥好心护送的一幕。

21日晚7点15分左右，她母
亲在成都丽都路散步时，突然晕
倒，后诊断是突发脑溢血。老人
发病后，王玉梅的姐姐接到了父
亲的电话，急忙打了一辆车，赶到
了丽都路。

由于老父亲年纪大了，她的
姐姐和儿子，个子小，体力有限。
在运送母亲去医院的过程中，这
位不知名的的哥，一直“鼎力相
助”。

她在微博中说，母亲太重搬
运难度大，是好心的哥主动帮忙，
把母亲抱上了车。在送医过程
中，母亲大量呕吐，但的哥并无怨
言，没有任何催促，直到把母亲搬
上急诊科治疗车，推进抢救室。

当时老人危急，她没有来得
及支付师傅应有的报酬，也没有
留下电话，但侄子用手机，拍摄下
了车牌号。

王玉梅说，这位好心的哥令
他们全家感动，24日是感恩节，
她想通过发布微博，找到这位好
心的哥，并当面致谢。

25日晚，华西都市报记者联
系到好心的哥朱建明师傅，他是
成都寰宇出租车公司的司机，今
年50岁，开出租车才两年。

他回忆，21日晚，他在创业路
附近遇到一位急匆匆的女乘客，
载着她到了丽都路后，看到一位
昏迷不醒的老太太，正躺在路边，
另一位大爷十分着急。

大约十多分钟后，老太太的幺
女（王玉梅）也赶到丽都路，赶紧
去买药和水，又找来热毛巾敷上，

但依旧没有好转。
“我当时就建议她，直接往医

院送。”朱师傅说，老太太有点胖，
大爷和他的女儿，都抱不动老太
太，“我就把外衣脱了，小心翼翼地
把老太太抱到了出租车后排。”

他说，为了尽快把老人送到
华西医院，一路上他打着应急灯，
用了十多分钟，赶到了华西医院，
医院保安开了门，出租车直接开
到急诊室门口。朱师傅又把老太
太从车里抱出来，放在担架上，推

进了抢救室。
一路上，老太太在不停呕

吐，弄脏了车子，但朱师傅说，
“每个人都有父母，都有危急
的时候，弄脏了不算啥子。”看
到老人被推进急救室后，他并
没有上前索要车费，而是独自
离开了医院。

他坚持说，如果是其他出
租车司机遇到这事，肯定也会
帮忙的，只是碰巧遇上了，而
那一点车费，也不算啥子。

打应急灯开到急诊室门口
“人人都有父母，都有危急”

好心
的哥

用嘴为母喂药
孝顺女儿感动的哥

亲情
好美

房产证逾期700天到手
400多户业主起诉地产商获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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