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东莞时报消息 3月 17日，据央视“经

济半小时”报道，目前中国的收费公路超过 10

万公里，占世界收费公路里程的 70%，平均收

费约为每公里 0.4元，与美、法、德等发达国家

基本持平，甚至略高，而广东的收费标准高达

每公里 0.6元，十余年收费更是超 300亿元。

广深高速公路连接着广州、深圳和香港，

建成通车已经有十余年了，据知情人士统计，

从 2002 年 7 月 1 日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

广深高速合计实现了 242.48 亿元的路费收

入，平均每年路费收入 28 亿元。 广深高速公

路的正式通车运营时间是在 1997 年，虽然目

前已经找不到 1997 年到 2002 年期间这条公

路所收路费的公开数据， 但按照业内人士每

年 15 亿元的保守评估计算，广深高速公路的

路费收入已经超过 300 亿元， 是投资的两倍

还多。 如今日车流量达到了当初设计流量的

四倍，但收费标准一直没变，还是每公里 0.6

元。 广东省物价局党组成员、 巡视员林林表

示，收费超 300亿元这一数字基本准确。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曾兆庚告诉记

者，对于广深高速，他们委托交通规划中心，

正在和相关部门协商， 希望确定合理的收费

标准。

据中新网消息 广西南宁一家整形医院

3 月 18 日下午在网络上大胆地“全球直播”一

女子的隆胸全过程， 尽管视频已在女子胸部

敏感部位打上些许马赛克， 但仍引起众多争

议。

记者发现，当天手术直播前，该医院的视

频网页已引来不少网友的围观。 院方将这名

自愿公开隆胸过程的女子身份、 以及术前准

备和感想，都一一展示，并召集专家讲解。 而

手术中，直播画面的赤裸程度，超出了不少网

友的预期。

该手术不到一小时便结束， 院方表示手

术比较成功。 该整形医院一唐姓负责人告诉

记者，此次医院的视频直播，是一个科普知识

的推广， 为的是让外界对整形有一个比较理

性的看法，以起到一个行业引导的作用。

对于这次隆胸直播， 一些围观网友则有

不同声音。 网友萧宇认为，中国有很多隐者，

比如老师、医生，他们总是在默默的付出，受

人尊敬。 但是在此次视频里，看到的却是医生

在炒作，在炫耀，在商业运作，我想这是娱乐

圈该有的。 医院本来是神圣的场所，不需要明

星，人们需要的是为人民服务的真正的医者。

从另外一方面来说， 个人无权评论一个女孩

的爱美做法，美与不美的本质在于心灵，如此

刻意地去挑战传统美的观念， 不得不佩服手

术女子的勇气。 但是感叹之余也不得不说，不

是所有的暴露都可以用美来衡量， 她不过是

赤裸裸的做了一回商业的试验品。

而学者表示，对于手术直播的新式做法，

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3月 19日，广西民族

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法学博士后李立景告诉

中新网记者，从手术直播的角度来说，相对于

传统的手术空间的局限性是一个进步。 它可

以满足医疗当事人的知情权， 对于医疗服务

质量的监督、对于改善医患之间紧张的关系，

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医疗手术直

播，应该局限在什么样的案例中。 这种隆胸手

术应不应该直播， 值得考虑，” 李立景强调，

“需要注意的是， 身体部位不仅仅是生理组

织，它还承载文化和社会功能，以及象征性的

意义。 比如隐私部位，人类的性器官，女性的

性器官，它还承载着人类的贞操观、耻辱观。

把自己的隐私部位隆胸手术向社会公众直

播，把自己的隐私部位进行公共化。 而这种隐

私的意义在于维系社会规范的作用， 如果一

个社会没有隐私、没有耻辱之心，就意味着社

会成员内部行为控制机制发生了崩溃， 那么

我们社会的文化、 价值观念和秩序就要发生

混乱。 因此，从伦理的角度是说，对身体的暴

露是应该有限制的。 ”

核心

提示

石家庄中华南大街一小区墙上贴着物业公司关于缴水费的要求：“凡不按规定在 2 0 1 1 年 3 月 1 5 日前缴

纳水费的，公司不能保证您的用水。 已退休、离职人员不知该缴水费数额的，先预缴 5 年水费，即缴到 2 0 1 6 年

1 2 月 3 1 日”。 居民很气愤，有居民称：“这真是现实版的让水费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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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网消息 3 月 17 日上午， 记者来

到中华南大街 60号院，门口聚集着许多老人，

他们正围在两则通知前议论着。 走近一看，原

来墙上贴的是石家庄阀门一厂物业公司发的

《家属宿舍水费收缴规定》和《关于报销药费

的通知》， 细看两则通知， 落款日期分别是

2011年 3月 14日和 3月 15日。

其中《家属宿舍水费收缴规定》中提到：

“凡是不按规定在 2011年 3月 15 日前缴纳水

费的，公司将不能保证您的用水，并不再办理

所有牵扯到企业的一切手续。 已退休、离职人

员不知该缴水费数额的，先预缴 5 年水费，即

缴到 2016年 12月 31日。”附表中写到：“中华

南大街 60 号院 3 号、4 号楼截止到 2011 年 2

月欠水费 147376.46 元， 预收水费至 2016 年

12 月，合计约为 343376.46 元，每户缴纳水费

约为 7010元。 中华南大街 60号院筒子楼、小

平房， 截止到 2007 年 11 月欠水费 101849.04

元， 预收水费至 2016 年 12 月， 合计约为

396149.04元，每户缴纳水费约为 7074元。 ”

“我们这么大岁数了， 活了今天可能就

没有明天， 水费一下子让交到 2016年底， 这

太不合理了。” 不少老人对这则通知很是气

愤。 还有的居民说，这不是电影《让子弹飞》里

鹅城的收费方式吗， 真可说是现实版的“让

水费飞”。

报销医药费 竟被要求缴清水费

72 岁的尉老太说：“我和老伴都是阀门一

厂的退休职工，1993 年老伴得了脑血栓，按规

定，医药费的绝大部分应由单位负责，可直到

现在，单位还拖欠着老伴 1995 年和 2000 年的

医药费没报，共计 2000多元。 因为这事儿，我

曾找过单位多次，可人家就是不给报。 他们提

出我们现在还欠着水费， 必须先按规定缴清

水费然后才给报销医药费。 我说把报销的那

部分医药费抵水费，不够的水费再另交，可对

方不同意。 ”

76 岁的邢老太太说， 厂里也拖欠着她老

伴 2000 多元医药费没报。 15 日，她到厂里报

销医药费，对方也提出了先缴清水费的要求。

每户 7000多元水费 依据何在

通知上写着让每户居民缴纳 7000 多元，

这个数据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 单位也没给

居民一个解释。 63岁的赵大妈说，大部分居民

家都有水表， 即使从 2005年到现在没收过水

费，可是只要入户一看水表，就知道这么多年

每户居民家用了多少水。 因为水费价格调整

过多次，若一律按现在的水价计算，居民必定

吃亏， 所以应该将这几年的水费按水费调整

的几个阶段计算。 还有，跑冒滴漏现象，早在

2000 年单位将产权卖给个人时， 居民所交房

款中就已包含了一部分房屋维修费用， 后来

又交过一次维修费，可钱交了这么多年，就是

没见有人来维修。

阀门一厂：主管领导不在

3 月 17 日 14 时许，记者致电石家庄阀门

一厂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室一位李姓工作人

员表示，单位这么做肯定有自己的理由，居民

说的并不一定全面，会尽快联系相关负责人。

17 时左右，该工作人员回复，主管领导还未回

单位，次日上午肯定会给答复。

供水公司：预交水费并不知情

对于阀门一厂物业公司张贴的水费收缴

通知上的相关内容， 石家庄东方龙供水有限

责任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通知中提到

的两个欠费数据确实是供水公司抄表员根据

该小区总水表获取的数据。 并称多年来该小

区一直都没交过水费， 其间工作人员也曾多

次和阀门一厂沟通，但均没结果。 至于让居民

预交 5年水费一事，他们并不知情。 对此事的

进展记者将继续关注。

石家庄一小区预收 5 年水费

现实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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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一整形医院直播隆胸术

画面赤裸引争议

据法制晚报消息 记者 3 月 20 日上午

获悉，因雇凶打伤方舟子而被媒体称为“铁锤

教授”的肖传国服刑期限已满，于 3 月 17 日

被正式释放出狱。

目前， 肖传国和方舟子均向司法机关提

出申诉，一个要求认定无罪，一个要求重新定

性、从重判罚。

方舟子：重案轻判要求重新审理

“他出来了，我得加强安全防范，保镖还

得接着请。 ”得知肖传国出狱后，方舟子对记

者透露了他的担忧，对肖的量刑太轻，不仅起

不到威慑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是在“鼓励

犯罪”。他担心肖传国等人出狱后“变本加厉”

地进行报复。

方舟子称， 他已于上周直接向最高人民

法院递交了申诉状，认为肖传国案属“重案轻

判”，要求重新审理。他认为即使法院认定“故

意杀人未遂”有难度，也至少应按“故意重伤

未遂”判，而不是现有判决所认定的“寻衅滋

事”。

肖传国的律师：不应追究刑事责任

肖传国的辩护律师高子程表示， 在肖传

国被终审判决构成“寻衅滋事罪”后，他应家

属的要求帮忙写了一份申诉状， 由家属向北

京市高院递交，要求认定肖无罪。

“这个申诉目前还没有结果。 ”高子程律

师介绍，从整个事件看，肖传国雇凶殴打方舟

子、方玄昌，是典型的故意伤害案件，但两名

受害者的伤情又没有达到定罪的程度。

高子程称，单从法律角度考虑，只能算是

一起治安案件，不能追究刑事责任。

肖传国获释出狱

方舟子与其均提出申诉

尽管视频已在女子胸部敏感部位打上些

许马赛克，但仍引起众多争议。

广深高速被曝

十余年收费超 3 0 0 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