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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安康市高速公路
交通秩序管理和事故预防工作，切
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现将安康高速
辖区固定式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
地点公布如下：

一、京昆高速公路安康段小型
车辆及大、中型车辆最高限速
80km/h，设备设置地点如下：

1、京昆高速公路西安至汉中方
向 1209km + 521m 至 1215km +
361m（固定点及区间测速）；

2、京昆高速公路西安至汉中方
向 1220km + 314m 至 1239km +
483m（固定点及区间测速）；

3、京昆高速公路汉中至西安方
向1229km+6m至1223km+224m

（固定点及区间测速）；
4、京昆高速公路汉中至西安方

向 1176km+638.9m 至 1170km+
673.5m（固定点及区间测速）。

二、包茂高速公路安康段
（一）以下路段小型车辆限速

100km/h，大 、中 型 车 辆 限 速
80km/h，设置地点如下：

1、包茂高速公路西安至四川方
向1027km+800m（固定点测速）；

2、包茂高速公路西安至四川方
向 1051km + 923m 至 1082km +
971m（固定点及区间测速）；

3、包茂高速公路西安至四川方
向 1099km + 263m 至 1105km +
558m（固定点及区间测速）；

4、包茂高速公路西安至四川方
向 1171km + 486m 至 1179km +

43m（固定点及区间测速）；
5、包茂高速公路四川至西安方

向 1084km + 800m 至 1051km +
918m（固定点及区间测速）；

6、包茂高速公路四川至西安方
向1026km+838m（固定点测速）。

（ 二 ）四 川 至 西 安 方 向
1189km+547m至1186km+640m
固定点及区间测速，小型车辆及大
中型车辆限速80km/h。

三、十天高速公路安康段小型
车辆限速100km/h，大、中型车辆
限速80km/h，设备设置地点如下：

1、十天高速公路湖北至汉中方
向79km+300m至89km+70m（固
定点及区间测速）；

2、十天高速公路湖北至汉中方
向223km+491m至235km+958m

（固定点及区间测速）；
3、十天高速公路湖北至汉中方

向248km+969m至256km+400m
（固定点及区间测速）；

4、十天高速公路湖北至汉中方
向278km+969m（固定点测速）；

5、十天高速公路汉中至湖北方
向279km+682m（固定点测速）；

6、十天高速公路汉中至湖北方
向185km+100m至171km+500m
（固定点及区间测速）；

7、十天高速公路汉中至湖北方
向 94km+800m 至 80km+300m
（固定点及区间测速）。

四、麻安高速公路安康段小型
车辆限速100km/h，大、中型车辆
限速80km/h，设备设置地点如下：

1、麻安高速公路湖北至安康

方向584km+39m（固定点测速）；
2、麻安高速公路湖北至安康方

向630km+160m至633km+689m
（固定点及区间测速）；

3、麻安高速公路安康至湖北方
向640km+312m至636km+869m
（固定点及区间测速）；

4、麻安高速公路安康至湖北方
向587km+810m（固定点测速）。

请广大司乘人员自觉遵守交通
法规，注意行车安全，高速公路交警
道路执法工作衷心接受社会各界和
广大群众监督。

监督电话：0915-8100000

安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高速公路交警大队
2019年7月24日

安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高速公路交警大队
关于京昆高速、包茂高速、十天高速、麻安高速安康段交通技术监控设备设置和测速执法的公告

近日有市民反映，西安钟鼓楼广场
旁的一处喷泉，已有一年多没有使用，玻
璃屋顶“灰头土脸”，看起来造型独特的
塔泉也变成了“样子货”，不仅常年不喷
水，池内的水泵也已锈迹斑斑。

昨天下午，三秦都市报记者在现场
看到，喷泉位于钟鼓楼广场东侧，目前喷
泉已处于停用状态，池内有两个塔型玻
璃建筑，作为附近世纪金花商场的屋
顶。记者观察，池内共有32个喷泉口、约
40个水泵，除了极个别水泵尚能看出颜

色外，其它的都已生锈。池内尚存有少
量积水，但无法判断为降雨积水还是喷
泉池存水。池边有落款为“西安市绿化
养护管理处”的提醒标牌，上面写着“小
心漏电，严禁嬉水”。

在现场，从山西来西安旅游的赵女
士说：“钟鼓楼是我必来的景点，感觉各
大景点现在很少有喷泉的水泵还是直接
露出来的。其实我一开始也没注意这是
个喷泉，细看才发现里面的水泵生锈了，
我以为是固定时间开放的，如果还在使

用，那就希望能做好日常养护。”
附近一位商户告诉记者，钟鼓楼广

场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改造的，2010
年前后，这里建了喷泉。在不少老西安
人的记忆里，这里的小喷泉是钟鼓楼旁
的一个小地标，说起小喷泉都知道是在
钟楼西边。每年莲湖区的一些活动在旁
边举行时，喷泉就会喷水。“但最近一年
多都没见使用了，放得越久坏得越严
重。希望相关部门快点修好，不要因此
影响了外地游客对西安的好印象。”

广场上一位环卫工向记者证实，此
处喷泉确实一年多没有使用了。“样子好
看，设计得也有想法，估计是最初的密封
没做好，用了一段时间就往世纪金花里
漏水，修过几次也没修好。听说是资金
方面的问题，最终就撂在这没人管了。”

随后，三秦都市报记者联系到了西
安市绿化养护管理处。一位工作人员表
示，此处喷泉为塔泉，整体造型和世纪金
花融为一体。2010年建成至今，塔泉造
型已经变形，并出现漏水，一旦使用，水
会直接回灌至世纪金花商场内。因此处
塔泉产权归金花集团，日常养护归西安
市绿化养护管理处，目前双方正在就维
修问题进行协商。“我们已将情况汇报给
局里，启动维修前将会在现场张贴情况
说明，提醒过往市民、游客注意安全。”

首席记者李佳 实习生杨宇琛丁彧莘

种葡萄6年，果农滕师傅还是第一次
遇到小偷。一夜工夫，葡萄园里的“户太
八号”被偷了近2000斤——这些葡萄，眼
瞅着就要上市了。

滕师傅43岁，西安市鄠邑区南城寨
村人。这里属于砂石土壤，早晚温差大
且日照时间长，以“户太八号”为主的葡
萄，是附近不少村子的主要产业。

每年七八月，葡萄开始挂果、上市，
也是果农们最忙的季节。7月20日下午
5点多，滕师傅前往葡萄园，准备打农
药。离得老远就看见园子的门敞开着，
系在门上用于防盗的几段铁丝，都被剪
断了。

昨天上午，在滕师傅的葡萄园，被剪
断的铁丝，仍清晰可见。葡萄园没有技
术防盗措施，大多数果农都靠铁丝网，将
各家的园子隔离起来，有的挂着锁，有的
则系着铁丝防盗。

葡萄园面积 3亩，年产量将近 1万

斤。记者在园子里，能看到清晰的车轮
印。一些没有被偷掉的葡萄，挂着纸袋，
颜色呈紫红色。

“从现场情况看，应该是拿剪刀剪掉
或者刀割掉的。”滕师傅说，最严重的一
些葡萄架上，小偷几乎是挨个下手，一溜
烟偷了个精光，一串葡萄都不剩。他告
诉记者，通过这几天的统计，被偷掉的葡
萄应该在1600斤—2000斤之间。

“现在是紫红色，等后期就变成了紫
黑色，吃起来会非常甜。”滕师傅介绍，每
年8月中旬，“户太八号”才会大量上市，
小偷之所以选择在葡萄将要成熟的时候
下手作案，可能是瞅准了商机，“偷走这
么多葡萄，应该是流入市场销售了。”

滕师傅平时在村里不远处的工厂上
班，每天下班，都会抽空到自家的葡萄园
里检查。7月18日下午，他曾来园子查
看，当时一切正常。7月19日赶上了下
雨，没有出门，没想到7月20日，就发现

葡萄被偷了。“从目前的调查来看，果园
被盗的时间应该是7月20日凌晨。”

滕师傅的葡萄园外，是村里的一条
生产路，东边可到西太路，西边可到秦
镇，整条生产路沿线，并没有监控设施。
事发后，果园如何有效防盗，成为不少果
农操心的事。

距离滕师傅葡萄园不远处的一个
果园的果农告诉记者，在大多数农村的
果园，受限于基础设施，没有办法装监
控，平时只能靠果农自己操心，“比如夜
间巡逻，比如在葡萄大量上市后，晚上
住在园子里。”

南城寨村村委会一位工作人员说，
全村种植“户太八号”葡萄的面积总计
900多亩，如果给每个葡萄园都装监控，
费用太高，村里无法承担。目前，村委会
已经组织了专门力量，在夜间开展巡逻，
辖区派出所也已介入调查。
本报记者宋雨实习生杨让晨常怡之

大腿内侧有个“坑”

“你看这明显是一个坑，都已经过去快半年了，
还是没有恢复。”昨日，李女士指着自己的右腿根部
内侧说。事情还要从年初说起，家住渭南的李女士
看到朋友做的隆鼻手术效果不错，爱美的她准备做
瘦腿抽脂手术。在朋友的介绍下，她找到了渭南当
地一家美容诊所，后又被其介绍到西安市的丽樽医
疗美容诊所。今年1月9日，她在该诊所做了大腿
环吸抽脂。

李女士说，原本只想做抽脂瘦腿，但诊所的工
作人员说抽出的脂肪填充到胸部可以丰胸，在工作
人员的劝说下，李女士同意了。抽脂加填充一共花
费了5万多元，可让李女士没想到的是，术后一个月
后，她发现丰胸的效果并不理想，而且右腿根部内
侧还出现了凹陷。昨日，这个凹陷仍很明显，上方
还能看到抽脂留下的针孔，并且凹陷处摸上去比正
常肉体软得多，还能摸到血管的形状。

跑了七八次欲退款遭拒

李女士发现腿部出现凹陷后，在术后一个月左
右，来到丽樽医疗美容诊所询问原因，得到的答复
是手术有恢复期，需再等三个月时间进行观察。“从
今年1月做完手术，一直等到5月份，腿上的坑还是
没有恢复。”李女士说，随后的时间里，她时常往返于
渭南与西安之间，为了这件事，已经跑了七八次。

不久前，李女士再次来到丽樽医疗美容诊所，
提出了退还自己向该诊所交的所有款项，这个要求
被诊所拒绝。在李女士提供的录音中，一名男子承
认手术没有做好，但是只能给李女士进行修复，不
能退款。李女士称，说话的男子是该诊所一名姓郭
的负责人。“做手术的时候手头没有那么多钱，在工
作人员的建议下，我在两款软件上贷款了5万多元，
现如今我的腿上有个坑，他们不给我退钱，我还要
按时还贷款。”李女士郁闷地说。

诊所称属“正常术后并发症”

昨日上午，丽樽医疗美容诊所一名郭姓相关负
责人称，手术确实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之所以丰
胸效果不明显，是因为脂肪有成活率，目前疗程还
没有结束，可进入下一个疗程继续治疗。对于李女
士腿上出现的凹陷，该负责人称，这是正常的术后
并发症，可进行修复。对此，李女士表示，她不敢，也
不愿继续在该诊所进行治疗，希望对方可以退款。

针对退款的要求，该负责人表示，手术是否成
功是有几率的，而且李女士不能单方面认定此次手
术失败，需要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昨日，双方就该
事件如何解决仍未达成一致。目前，李女士已将此
事反映给了辖区的卫生监管部门，并表示下一步将
前往专业机构对此事是否构成医疗事故进行鉴定。

本报记者白圩珑实习生安馨雨

钟楼旁喷泉成“样子货”
主管部门：协商后将启动维修

眼看着葡萄要熟了

一晚上近2000斤“户太”被偷

广场喷泉锈迹斑斑 本报记者代泽均摄

抽脂美体惹烦恼
腿上“瘦”出一个“坑”

日前，李女士在朋友的介绍下，来到西安
市兴庆路上的丽樽医疗美容诊所做大腿环吸
抽脂，诊所称将抽出的脂肪填充到胸部，既能
瘦腿也能丰胸。可术后李女士却发现胸部不
仅没有丰满，腿上还出现了一个“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