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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对2020年度
印刷辅料中橡皮布、报用洗车水项
目进行公开招标，现邀请符合招标
项目要求的投标单位参加投标。

1、投标人资格要求
1、1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

册，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有效的
营业执照；

1、2供应商应是生产厂家或代
理经销商（需生产厂家授权）;

1、3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1、4投标人可同时对两个标段

投标。

2、领取招标文件的时间和地点
2、1请于2019年11月13日至

2019年11月19日（周末除外）每日
上午9：00时至11：30时，下午14：
00时至17：00时（北京时间，下同）
在四川日报报业集团（成都市红星
路二段70号四川传媒大厦12楼B
区 集 团 总 经 办 廖 女 士 ，电 话
028-86968193）领取。

2、2招标文件费用：无。
2、3领取招标文件时须携带投

标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盖鲜
章）、领取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

人授权委托书原件（盖鲜章）；如果
是法定代表人前来领取，只需提供
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盖鲜章）、本
人身份证原件。

3、发布公告的媒介：华西都市
报及四川在线

4、联系人：廖女士
5、地址及联系电话：
成都市红星路二段70号四川传

媒大厦12楼B区集团总经办，电话
028-86968193。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2019年11月13日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2020年度印刷辅料招标公告

在网上购买了“防癌保险”，保费
才交不到两年，就不幸患癌，保
险公司却拒赔……

11月1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从成都高新法院了解到，该院近期审
结了一起保险合同纠纷案。当事人郭某
于2018年在网上购买了一份保险，后生
病了，保险公司却拒绝理赔。法院判决，
保险公司解除保险合同的通知无效，应向
郭某支付保险金50万元及利息。

“隐瞒病情”？
女子患癌后被拒赔

2018年4月5日，郭某通过某支付
APP，向保险公司投保了一份《女性高发
恶性肿瘤疾病保险电子保单》，投保人及
被保险人为郭某本人，保险期为2018年
4月5日至2019年4月4日，法定保险金
额50万元、保险费275元。

保单上明确指出，如专科医生确诊
为原发于女性甲状腺：气管、支气管、肺、
胃、乳房、子宫颈的恶性肿瘤，保险公司
须按保单上载明的保险金额，给付高发
癌恶性肿瘤疾病保险金。

该保险公司通过智能核保系统的《健
康告知》问卷，对郭某的有关健康情况进
行核保，《健康告知》第一条要求，郭某告
知其是否曾患有、或正在被诊断、或怀疑
患有身体肿物、癌前病变，第三条要求郭
某告知其是否存在肿块超声波检查异常。

《健康告知》底部也载明：本人声明
针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属实，并以此作为
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如有隐瞒或告知
不实，影响保险公司承保决定的，所签发
的保单将视为无效，保险公司有权解除
合同。郭某未向公司告知，其健康状况
有任何异常。

2018年12月5日，郭某被确诊患有
甲状腺乳头状癌，并入院治疗。她向保
险公司提出理赔要求。

2019年3月20日，保险公司通知郭
某，经调查核实，郭某于2017年8月18
日（投保前），存在甲状腺结节但未如实
告知的情形。保险公司即日起，通知郭
某解除保险合同关系，并作拒赔处理。

法院审理
投保人履行了告知义务

成都高新法院一审判决保险公司解
除保险合同的通知无效，需要向郭某支
付保险金50万元及利息。

法院一审审理认为，对投保人的告
知义务，应注意以下两点：第一，保险人
应该对投保人进行引导，对投保人而言，
哪些是需要告知的事项难以判断，而保
险人具有保险专业知识以及丰富的经
验，应列出询问项目，引导投保人对足以
影响保险人决定是否同意承保或者提高
保险费率的重要事项进行告知。

第二，告知的事项应是投保人所明
知或应知的。投保人只需要尽到善意无
过错，即使告知的情况与客观重要事实
不符，也应认为投保人完全履行了告知
义务。

法官提醒，特别是在网络保险中，由
于保险销售人员并不与投保人见面，投
保人不填写纸质投保单，保险人也不签
发纸质保险单，对保险人引导、询问投保
人的要求应当更高，询问的内容应当全
面、客观、明确、有效，以平衡投保人在网
络保险形式下投保的不利地位。

在投保过程中，对不具备相关医学
知识的郭某，无法知晓甲状腺结节；另一
方面，郭某在投保前并未对甲状腺的病
情进行过确诊，并不知晓其甲状腺的癌
变可能，应视为郭某已经履行了如实告
知义务。

宣判后，在法定上诉期内，保险公司
未提出上诉，目前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黄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宋潇

四川首例跨省空中转运心脏移植

6小时03分
千里“换心”
11月13日，56岁的罗建忠躺

在四川省人民医院重症监护室的病
床上，护士喂他吃了些苹果，看起来
精神不错。10日下午，患扩张性心
肌病的他接受了心脏移植手术，胸
腔中跳动的心脏来自千里之外的广
州。

对于医护人员来说，要在6小
时的心脏安全冷缺血时间之内，完
成供体心脏的摘取、运输和重新植
入，每一分都耽误不得。幸运的是，
此次转运、手术非常顺利，目前罗建
忠的身体情况良好，术后第一天，就
停呼吸机、拔除气管插管，这次移植
手术也是四川省首例跨省空中转运
心脏移植手术。

患扩张性心肌病
病情恶化预期活不过一年

罗建忠来自大邑县，2008年，
由于患扩张性心肌病被当地医生判
定最多能活5年。此后10年来，他
一直在四川省人民医院心脏内科、
心衰中心接受治疗，药物治疗效果
良好。但最近一年，他的病情恶化，
多次心功能衰竭，药物疗效差，医生
预期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可能活不
过一年。

唯一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方法
就是“换心”——进行心脏移植手
术。然而获得供体心脏非常不容
易。“一年来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
四川省人民医院心脏外科主任医师
黄克力说，经过多次努力和等待，
11月10日，经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
共享计算机系统分配，罗建忠终于
等到了供体心脏，而这颗心远在千
里之外的广州。

千里转运供体心脏
顺利完成心脏移植

一般心脏安全的冷缺血时间为
6个小时内，时间就是生命，黄克力
团队不仅要负责心脏移植，也承担
着器官获取工作。

10日上午9点05分，供体心脏
停止跳动，灌注心脏保护液，9点30
分，摘取心脏，放入保存箱中开始转
运。按照原计划，黄克力要搭乘11
点55分的飞机返回成都，但由于摘
取时间提前，为了尽最大努力节省
时间，他立刻改签到了11点10分
的航班，节省了40分钟。“转运过程
中，民航也给予了我们很多帮助，为
我们开通了绿色通道，为转运争取
了宝贵时间。”黄克力说。

中午1时55分，黄克力团队带
着千里迢迢获取的供心从白云机场
到达双流机场，救护车飞速前往四
川省人民医院手术室。在整个过程
中，心脏外科、心衰中心、麻醉科、手
术室、重症医学、心血管超声、放射
科、药学部、检验科、输血科、护理团
队，多学科多部门，都被那颗移植心
脏牵动着。再次开放升主动脉、血
液流入受体新的心脏内，这颗来之
不易的心脏终于自主复跳，手术顺
利！此时距离供体心脏摘取正好6
小时03分。

术后第一天，罗建忠已经可以
停用呼吸机、拔除气管插管，还能喝
水、下地散步。黄克力介绍，目前，
罗建忠的恢复状况良好，接下来需
要面对的主要是防止感染和排斥反
应。如果情况良好，预计2周左右
就能出院了。

移植供体器官短缺
异种移植或提供新思路

据了解，我国每年有器官移植
需求的患者大于10万例，但每年真
正实现器官移植的患者却只有200
多例，远远“供不应求”，很多患者都
在等待中死去，其主要原因就是供
体器官不足。

作为四川省两家拥有全器官移
植资质的医院之一，四川省人民医
院将器官移植、细胞移植作为发展
重点之一。“器官移植方面，未来我
们研究的课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
是如何用生物治疗的方法对抗器官
移植之后的排斥反应，让接受器官
移植后的患者不用终身服用免疫抑
制剂；二是通过异种移植的方式，解
决供体器官短缺的问题。”四川省人
民医院院长、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
邓绍平说，该院已经邀请国际异种
移植领域的资深专家Leo Buhler
教授全职参与研究，并组建专家团
队进行异种移植相关研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周家夷

女子网购“防癌保险”
患癌后 保险公司却拒赔
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解除保险合同无效，需支付保险金

公司聚餐女子醉酒死亡
责任该由谁来承担

老成都的记忆中，永远有猛追湾的
一席之地。

11月13日，记者来到正式开放不
久的猛追湾市民休闲区一期项目进行
探访。故事馆、网红书店、共享办公、剧
社茶馆，还有由香香巷延伸打造的香香
2巷、香香3巷……老的记忆和故事从
未改变，只是完成了有机更新后，猛追
湾的“标签”，转变成为了文化旅游新
IP。

事实上，成都的许多老街区，都纷
纷变了样。成都正在实施打造的天府
锦城项目规划了“八街九坊十景”，对
街、坊、景进行功能业态植入、景观提
升、交通改造，意在让历史文化“活在当
下”。

猛追湾，正是“八街九坊十景”中的
“九坊”之一。老茶楼、川剧院、游泳池、
国营厂……那里有过最成都的市井烟
火气，也有过城市发展时代变迁中，最
鲜活有情怀的故事印记。

还记得东风大桥旁
老成华国税楼和纸箱厂吗？

成都人都很熟悉东风大桥以及旁
边的望平坊。河流蜿蜒，桥边曾经有成

华国税的老办公楼，隔壁还有人民纸箱
厂以及东风路的旧院落。这些，都是望
平坊所包含的区域。

而望平坊，正是猛追湾市民休闲区
一期项目的重点打造区域。

13日，记者来到已经开放的猛追
湾城市更新项目一期进行探访。此时，
老成华国税局的办公楼，已然变成了集

“猛追湾故事馆”、“几何书店”、“共享办
公”多种业态于一体的新空间。

一二层的“猛追湾故事馆”，随时向
市民免费开放。在里面，通过数字技术
和3D投影等等高科技手段，市民们可
以看到猛追湾长长的故事。

据猛追湾片区城市更新联合体牵
头方万科西部产城相关负责人介绍，故
事馆中打造了可以听川剧的“微茶馆”
和可以看到旧时光的上世纪“游泳池”，
那都是猛追湾的独特记忆。

大楼三层与人民纸箱厂老楼相连，
那里是一家新晋“网红”——几何书
店。该负责人告诉记者，这里也是在为
年轻人提供自习室的空间。

再上至大楼的4-7层，就是中小企
业的共享办公区域了。该负责人告诉
记者，目前有13家企业入驻。在纸箱厂
老楼的3层，还有一个颇受欢迎的梅花
剧社。那里不卖票，就如上世纪老成都

的茶楼一样，买杯茶，就能看戏听曲儿。

香香巷也“出续集了”
来试试香香2巷和香香3巷

事实上，更新后的猛追湾，可以打
卡休闲游玩的点位还有很多。

记者从成都市住建局了解到，猛追
湾市民休闲区一期项目，覆盖猛追湾街
道全辖区 1.68平方公里，范围包括了
锦江滨河成华段、猛追湾街西侧、天祥
街望平街（含祥和里、香香巷）。

该片区按照“以空间形态促业态提
升、以业态促空间形态优化”的思路，对
城市现有形态、业态、景观等进行优化
调整。同时，结合业态调整对锦江滨河
景观带进行了提升塑造，力争打造一流
滨江公共空间和“老成都、蜀都味、国际
范”的市井特色时尚街区。

记者在探访时看到，原本备受欢迎

的香香巷，如今在附近多了两条同名小
巷——香香2巷和香香3巷。

据万科西部产城相关负责人介绍，
将香香巷作为老成都美食街的IP来打
造，新打造了同一系列的香香2巷和香
香3巷。

本次项目改造对风貌、景观、光彩、
业态整体提档升级，汇聚了20余家川
菜馆、火锅、泰国菜、慢摇酒吧等美食休
闲娱乐商家，将打造成“最成都”特色美
食文化街巷，进一步丰富夜游锦江消费
新场景。负责人表示，滨河主题商业街
以及香香巷的打造，都是以多元化的美
食体验为主，希望实现“美食之都在成
都，要吃必到猛追湾”的整体效果。

此外，记者从成都市住建局了解
到，天府锦城项目“八街九坊十景”正在
如火如荼打造。除猛追湾市民休闲区
一期开放，枣子巷特色街区也已亮相。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朱珠

故事馆、网红书店、新香香巷、剧社茶馆…

跨年聚餐本是一件喜庆事，而就在
去年，四川邛崃一女子在公司组织的元
旦饭局上醉酒后死亡。

事发后，其家属将当日组织聚餐的
公司、就餐店家、同桌就餐者一并告上法
庭，索赔百万。1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从邛崃法院获悉，近日，法院审理后
判决，确定该公司按照20%的比例分担赔
偿责任，剩余部分由死者自行承担。

案情
女子醉酒死亡

家人向多方索赔百万

2018年最后一天，邛崃某医美公司
组织其全体员工在某火锅店举行迎新春
聚餐，约有40人出席就餐。约23时，聚
餐结束，医美公司员工周某处于醉酒状
态，医美公司安排员工将周某护送到其
家中。谁料，第二天上午9时许，其前夫
到房间照看周某时，发现她已无呼吸。
前夫立即将其送往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
进行抢救，但抢救无效，周某于2019年1
月1日9时50分被邛崃市医疗中心医院
宣告死亡。

根据医院出具的《居民死亡医学证
明（推断）书》，周某“直接死亡原因，饮酒
后窒息？心源性猝死？发病至死亡大概
时间间隔1小时，引起直接死亡原因的
疾病或情况，急性酒精中毒，发病至死亡

大概时间间隔9小时”。
1月下旬，死者父亲、母亲、儿子将医

美公司、火锅店及同桌同事5人告上法
庭，要求上列被告承担丧葬费、死亡赔偿
金、被抚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
住宿费及交通费等各项损失共计104万
余元。

审理
死或与酒有关

公司应担责死者负主责

法院审理认为，根据本院查明的事
实，周某在参加医美公司组织的聚餐活
动中，造成周某死亡的原因与其饮酒过
度有一定的因果联系。

本案中，周某作为成年人，应当具备
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在餐桌上应当
根据自身的状况选择适当饮酒或者不饮
酒，并且能够预见过度饮酒潜在的危害
性。周某一旦选择饮酒，应当量力而

为，适可而止。而周某明知或者应当知
道醉酒的危害性，却没能控制自己的饮
酒行为。故周某对自身死亡结果具有重
大过失，其应当承担主要责任。

法官介绍，医美公司组织、召集员工
聚餐，该行为本身并无不当，也无过错。
但医美公司在已意识到周某因醉酒可能
导致其发生人身损害危险时，安排员工
将周某送回家中，而未进一步采取必要
的救护措施。因此，医美公司作为聚餐
组织、召集者，其未尽到必要的安全保障
义务，应承担一定的责任。

法院认为，火锅店作为餐饮管理者，
其仅仅是餐饮的提供者，对就餐者的饮
酒行为而言，没有证据表明火锅店对周
某的饮酒行为以及死亡后果存在过错，
火锅店不应承担责任。

至于同桌就餐的5名同事是否承担
责任，法院认为，根据已查明的事实，在
就餐中途，同桌的张元某、康某、陈某因
故提前离席，本案也没有证据证实同桌
就餐的人存在劝酒、斗酒等行为。法院

不予采纳原告提出同桌就餐者应承担责
任的主张。

判决
公司承担20%责任

给付原告赔偿款13万余元

法院审理确认，此次损害对原告三
人造成的各项损失共计779321.50元。
法院对周某的不幸离世感到遗憾，对其
家人也深表同情，综合考量周某与医美
公司对于导致发生该次损害事故所起的
作用，以及双方各自过错的严重程度等
因素，确定医美公司按照20%的比例分
担赔偿责任，剩余部分由周某自行承担。

鉴于医美公司之前已经给付给周某
家人20000元，法院判决，被告医美公司
在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十日内，给付原
告李某某、周某某、王某某赔偿款13万
余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戴竺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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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改造后的猛追湾市民休闲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