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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整容效果欠佳

（

经调解医院退回手术款
本 报 讯 （裴 璐 记者 王 调 翁）12

月3日傍晚，家住上饶县武夷山大道
的徐女士来电反映，她于今年8月下
旬来到市中心城区一家整形医院做
下巴整形美容， 三个月后却发现并
未达到之前预期效果， 她要求医院
退回手术款， 但医院只同意重新为
她做过整容手术。
徐女士告诉记者， 今年8月中
旬，她与几位朋友一起聚餐，一位朋
友极力推荐她前往这家整形医院对
下巴进行整形美容手术， 她也有点
心动， 就决定对自己的下巴进行消
瘦处理。 8月下旬，她在这位朋友陪
同下，来到这家整形医院查看，并在

工作人员建议下， 当天就交付了
5000元手术费用。 第二天，她独自一
人到医院进行下巴整形手术， 医院
工作人员还承诺， 如果在三个月内
出现异常， 或者对整形后的效果不
满意，可以无条件提出退款要求。
“我也是真心想手术成功的，没
想到结果依然不尽人意。 ”徐女士对
此甚是无奈。 根据徐女士反映的问

题，记者于12月4日上午来到市卫生
计生综合监督执法局了解， 该局工
作人员与记者一起来到这家整形医
院核实调查。 该院承认徐女士反映
的情况属实，经调解，医院同意退回
徐女士之前交付 的5000元手术费
用， 并尽快将安放于徐女士下巴中
的支架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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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于有户口了”
本报讯 近日，鄱阳县石门街镇
派出所民警多方奔走， 为43岁一直
没有户口的朱某平补录了户口。
据了解， 朱某平从小生活在石
门街镇汉桥村寺下组， 在十六七岁
的时候，她和家人闹翻，就与同龄的
朋友到外务工去了， 并在福建泉州
组成了家庭。 朱某平的父亲去世的
那一年， 在外十年的朱某平第一次

回到家， 并得知了自己从未上过户
口的事。
一直为没有身份证在外生活而
困扰的朱某平来到石门街镇派出所
咨询申请补录事宜。 因为朱某平在
社会上没有任何档案上有她的记
录， 无法证明其真实出生日期和身
份， 负责对接此事的户籍民警认真
核对了朱某平所提供的DNA亲子鉴

定以及福建泉州当地村委会、 派出
所和石门街镇汉桥村委会所开具的
相关证明，并多次下村走访，询问其
家人、附近同龄人及村里老人，调查
其真实的出生日期和身份。
最终， 朱某平的补录业务通过
审批。“真的太感谢了，从今天起我
也有户口了。”朱某平喜笑颜开地对
民警频频道谢。 （徐武圳）

因挪车起纠纷
男子提刀砍车被拘
本 报 讯（记者 洪 鹏）12月2日下
午， 信州区秦峰派出所接到辖区刘
先生报警， 称其一辆越野车被他人
用刀故意砍损，希望民警到场处置。
接警后，民警赶至现场了解到，当日
下午2时许， 刘先生赶着去市区办
事，可正要驾车出门，发现前方一辆
小车直接停在马路中间， 车主正是
同村的刘某飞。 刘先生通过刘某飞
父亲转告其前来挪车。 可二十几分
钟过去了，却迟迟不见刘某飞身影，

继续催促后方才得知， 刘某飞正在
打麻将， 便没有理会刘先生挪车的
要求。
无奈之下， 刘先生只得让妻子
去当面通知刘某飞。 几分钟后，刘某
飞与刘先生妻子终于来到车旁，可
双方却争吵不断。 最终，刘某飞气恼
之下，车不移了。 刘先生气不过，车
头一转，把车停在刘某飞家门口。 刘
先生的这一举动彻底激怒了刘某
飞， 只见刘某飞从自己家里拿出两

本报讯（记者 夏濛 摄影报道）昨
日，记者从市城管局获悉，为扎实推
进城乡环境综合整治百日攻坚“净
化”行动，该局以整治城区绿化带和
公园环境卫生为抓手， 全面提升中
心城区景观质量和园林绿化管理水
平， 为广大市民打造整洁靓丽的城
区环境。

本 报 讯 （王 萍 记者 王 调 翁
摄影报道）12月3日， 信州区东市
街道南门路社区开展以“人民至
高无上，药具免费发放”为主题的
药具服务宣传活动， 积极宣传计
生政策法规和优生优育知识，进
一步增强群众避孕节育生殖健康
意识。
活动中， 该社区利用电子显
示屏和悬挂横幅等方式进行宣
传， 同时对辖区人口进行避孕药
具、避孕节育、优生优育、生殖保
健、计生政策等知识普及。此次活
动，共发放宣传资料50余份，免费
发放避孕药具60余盒。

信州公安开展
扫黑除恶普法宣传
本 报 讯 （叶 宁 靖 记者 王 调
翁）12月4日，信州公安分局联合信

把菜刀就朝刘先生的车子一顿乱
砍。 刘先生见爱车被砍，赶紧报警处
理。
经调查， 刘某飞对与刘先生因
挪车纠纷一事互相斗气， 进而用刀
砍损对方车辆的违法事实供认不
讳。 目前，刘某飞因故意损毁他人财
物被依法行政拘留。 同时，民警分别
对二人堵通行道路、 堵他人家门的
轻微违法行为予以教育警告。

城管整治中心城区
绿化带和公园环境卫生
百日攻坚“净化” 行动开展以
来，园林工人全面加强了巡查力度，
在巡查过程中，一旦发现卫生问题，
及时进行处理。 重点清理绿化带、花
池内的各类杂草、枯枝落叶、烟头、
白色漂浮物等垃圾。 自百日攻坚“净
化”行动开始至今，共计清理了绿化
带、花池内的各类垃圾杂物近2.6万
平方。
清理卫生的同时， 集中整治园
林设施破、旧、脏等问题，对道路花
坛、路沿石、标识标牌、园林座椅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修复工作，并
加大整治沿街在绿化上挂衣晒物的
不文明行为。 为给市民提供更好的
公园休闲环境， 园林工人对中心城
区各大公园内的游路、广场、亭廊等

南门路社区开展
药具服务宣传

公共区域保洁清扫， 对公共卫生间
及公园湖面进行清洁， 并对公园的
草坪、绿化带进行清理整修，确保园
区干净、整洁。
同时加强中心城区日常绿化养
护管理，做好绿化苗木的修剪、杂草
清除、杂物的清理等日常管理工作。
近期以来，绿化苗木修剪面积约110
万平方米。

州区东市街道金龙岗社区，在市一
小开展扫黑除恶普法宣传，启发教
育广大居民在遵纪守法的同时，积
极检举揭发各种违法犯罪线索，敢
于向各类违法犯罪活动作坚决斗
争。

市卫监局创新
卫生监督协管工作
本 报 讯 （刘 利 标 记者 王 调
翁）今年以来，市卫生计生综合监

督执法局加大创新推进卫生监督
协管工作力度， 切实做好我市卫
生计生综合监督协管服务工作，
不断强化各项监管职责与责任落
实。
该局组织卫生监督员赴鄱阳
县、德兴市等各县（市）乡镇开展
卫生计生综合监督协管调研指导
工作。以信息化建设为主要推手，
着力构建高效的卫生计生综合监
督协管系统， 有效建立基层卫生
计生监督网络， 及时发现违法违
规行为， 不断提升卫生计生监督
覆盖率， 促进监督执法工作重心
下移，解决基层，特别是农村卫生
计生监督相对薄弱的问题。 目前
该系统已经推广到全省， 极大地
提高了工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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