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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上午 9 时，沈阳第一批完成
计价器调整的出租车已经跑上大街
小巷，车玻璃上贴着崭新的价格贴，
上面写着“起步价 9.00 元”。出租车
调价后，5 公里左右车程车费大约涨
价2元。全市出租车计价器预计到本
月15日全部调整完毕，短时间内新旧
价格并行。

计价器最多每天
可调整600-700台

昨日上午 8 时许，出租车司机李
艳明开车来到位于北一西路的黄河
公共汽车公司院内，已经有十几辆出
租车等候在这里，准备接受调表。

出租车司机先把计价器从车上
拆卸下来，带着《计价器检定证》《道
路运输证》和计价器调整通知单，到
调表处统一接受计价器调整。在调
表过程中，调表师傅先对计价器进行
升级，再插入一张卡后进行手动的参
数调整。除去拆装计价器和排队的
过程，每台计价器调整的时间只需要
5分钟。调整完成后还有专人对其进
行铅封，这意味着司机不可以再对计
价器进行任何私下调整。

沈阳市运输服务与行政执法中

心综合服务部副部长鲍汝良介绍，目
前，沈阳市区出租汽车总量为 17544
辆，11月1日开始从早上8时到21时，
进行计价器调整，预计全市出租汽车
计价器将于15天内调整完毕。

此外，不同计价器品牌的调表点
位也不同，北一西路的调表点位调整
的都是聚利品牌的计价器，总数约
6500 台。“第一天，我们只安排了 400
台的调整任务，熟练之后，从第二天

开始，每天调表600台到700台，到11
月 11 日可以完成这个品牌所有计价
器的调整工作。”鲍汝良说。

调表期内新旧价格并行

昨日上午 9 时，李艳明将两张新
的价格贴分别贴在两侧的车玻璃上，
并把刚调整完成的计价器安装好，扣
下空车牌的瞬间，计价器显示出 9 元

的起步价，打出了一张试机小票，金
额也为起步价9元。

截至 11 月 1 日上午 10 时 30 分，
北一西路的调表点位已经有近百台
计价器完成调整。鲍汝良介绍，在调
表期内，计价器调整完毕的出租车，
可按照新价格标准进行收费，尚未完
成调表的车辆仍按旧标准收费。也
就是说，在短时间内，沈阳市内的出
租车实行新旧价格并行制。

市民打车时如果遇到贴有新价
格贴的出租车，就需要按 9 元起步价
的新价格标准支付车费，如果打车时
遇到仍贴有旧价格贴的出租车，可继
续按照原来的价格标准进行支付。
如果乘客遇到尚未调表的车辆按新
价格收费，可拨打12345举报电话，相
关部门将按照规定对司机进行处理。

因为先完成计价器调整的出租
车可以实现率先调价，为了保证公
平，所有出租车企业调整计价器的顺
序都是采取抽签方式决定的。

10公里车程
大约涨价4到5元

本次出租车价格调整，最明显的
变化是出租车起步价由8元/3公里调

整为 9 元/3 公里，里程运价由 1 元/
550米调整为1元/500米。

经记者体验，价格调整后，从铁西
区启工街、建设大路路口打车到沈阳金
谷，接近5公里的路程花费了15元，价
格调整前约为13元。不考虑等时费的
话，5公里左右车程大约涨了2元车费。

出租车司机刘玉成称，如果以4到
5公里车程为例，车费一般会上涨2元
左右，等时费另算。如果10公里左右
的车程，车费大约上涨4元左右。记者
之前打车从中街到浑南西路与彩霞街
路口，价格调整之前车费为21元，预计
价格调整后车费可能在25元左右。

另外，本次价格调整还有一个变化
就是当时速低于12公里时，按运距计价
不变，与计时收费并计。平峰时段累计
每3分钟收费1元；高峰时段(早7:00-9:
00，晚4:30-6:30)，累计每2分钟收费1
元。价格调整前，并没有平峰和高峰时
段之分，这也意味着在高峰时段打车
时，如果遇上堵车等时过长，车费也会
有所上涨。价格调整后实行阶梯式里
程返空费，超过15公里至20公里，加收
30%里程运价，20公里以上，加收50%里
程运价，就返空费这一项来算，实则是
比价格调整之前有所下降的。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张阿春

沈出租车调价 5公里车程约涨2元
全市出租车计价器预计本月15日全部调完 短时间内新旧价格并行

10月30日，直到锦州医科大学附
属第一医院宣传统战部接到一个感
谢来电，一起由医院不同科室的 5 名
医生在列车上组成“临时医疗队”的
救人事迹才被大家了解。而这5位医
生已经投入到日常工作中很长一段
时间了，谁都没有提起过。

10 月 19 日，在吉林开往厦门的
Z102次列车上，打来感谢电话的李淑
清和丈夫乘车从吉林去往厦门，在同
一趟列车上，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的几名共产党员医生从锦州乘
车，准备到瑞金参加党员学习活动。

“各位旅客请注意，九号车厢有
旅客突发身体不适需要帮助，列车上
有医生旅客，请速到九号车厢！”列车
中响起紧急广播。听到广播后，来自
医院呼吸科的潘殿柱、内分泌科张晓
妍、骨外科刘丹平、口腔科莘晓陶和
检验科贾昂，提起急救箱迅速往九号
车厢跑，这支由不同科室医生组成的

“临时医疗队”很快来到患者身边。
“平时我爱人身体挺好，乘车时也

没有异常，我们聊天的时候他突然出现
言语困难，吞咽费力，气短等症状。”在
陪同家属的描述中，五位医生已经迅速

打开急救箱为50多岁的男性患者测量
血压和细致查体，在进行了专业的评估
后，“医疗队”初步判断应为急性过敏。

呼吸科主任潘殿柱回忆说，患病
旅客在与家人聊天时，突然发现舌底
麻木，吞咽疼痛，呼吸费力，在检查
中，大家发现患者左侧颈部及舌底明
显肿胀，口底粘膜水肿，左侧颈部颌
下淋巴结有压痛，因患者无明确的感
染病症，考虑不排除有过敏因素导致
的急性粘膜水肿。

因为车厢内环境复杂，无法判断
具体的过敏源，为防止患者病情加
重，在给患者口服了抗过敏药后，考
虑到车厢狭窄不方便患者休息，医生
们嘱咐家属及周围乘客减少走动，留
下了联系电话暂时离开车厢，并承诺
家属在接下来的 9 小时车程中，会每
隔一段时间过来“复诊”的。

回到车厢后，内分泌科主任张晓
妍每隔一段时间便向患者家属了解
患者最新情况，并随时给出指导。由
于患者行程较远，“医疗队”会提前下
车，医生们担心下车后患者的病情有
变，在当天下午距离瑞金还有两个小
时车程时，这支“临时医疗队”利用停

车间隙再次来到患者车厢，为患者进
行诊治，并嘱咐列车员，如果患者病
情有所加重，一定要重视并及时联系
医生。

张晓妍解释说，急性过敏反应发
病急、快，当发生急性粘膜水肿时，可
迅速发生呼吸困难，严重时还会导致
窒息，危及生命。

“我们很幸运，遇到了锦州医科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医生们，多亏他
们一路上的关心，快下车的时候还特
意跑过来嘱咐我们注意事项。我们
实在太幸运了，能遇到这样专业的医
疗团队。”李淑清说。

经过一路上医生们的救治和随
诊，患者下车后到当地医院进行了诊
治，“当地医生说幸亏火车上遇到了
医生，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并且给予
及时的诊治，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李淑清说，“这次出行，这些医生是我
遇到的‘最美乘客’”。

毕然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
者 经淼 驻锦州特约记者 张墨寒

5名医生乘车组成“临时医疗队”上演列车急救

一位 98 岁高龄的老人近日在中
国医大一院接受了喉癌全麻手术。

为这样一位“特高龄”老人实施如
此大的手术风险极高，专家们经过反
复研讨决定全力一搏，而老寿星本人
与家人商量后自己做出决定，接受手
术，并淡定地鼓励医生：我相信你们！

这位98岁的老寿星姓崔，是沈阳
人。平日里身体状态良好，不吸烟不
喝酒，每天坚持散步。大约半年前起，
老寿星开始出现声音沙哑、嗓子有异
物感等情况。当时80多岁的侄女劝他
到医院看看。不过倔强的老寿星坚持
不到医院就诊。结果情况越来越严
重，近期他开始出现呼吸困难，甚至夜
间已无法平卧，家人赶紧陪着老寿星
来到中国医大一院耳鼻喉科。

赵宁副教授为老寿星进行了全
面检查后，决定先解决老人家呼吸困
难的问题，于是急诊行局麻气管切

开，保证老寿星气道通畅。术中老寿
星非常镇定，丝毫不紧张，术后还举
手向医护人员们表示谢意。

老寿星被确诊为喉癌。接下来怎
么办？这让专家们犯了难。对于大多
数喉癌患者来说，尽快手术是首选治疗
方案。但是老寿星已年近百岁高龄，如
此“特高龄”患者机能退化，耐受手术能
力差，创伤恢复慢，手术风险极高。如
果实施微创手术，可能需要多次取病
理，同样会增加风险；如果实施开喉手
术，老寿星能耐受全身麻醉吗？耳鼻喉
科、麻醉科、重症监护等科室的专家们
经过反复评估后决定，为老寿星实施全
麻状态下喉全切除、颈淋巴结清扫术。

专家组将手术方案向老寿星和
其家人做了详细介绍。老寿星和全
家人商量后同意接受全麻手术，老寿
星淡定地鼓励医生：我相信你们！更
令医生们感动的是，老寿星的家人表

示：“我们也知道这次手术风险很高，
如果老人在手术台上没有坚持下来，
那么也会为医学事业做出一定贡献，
我们也会很欣慰。”

老寿星的信任，家人的理解、开
明，感动鼓舞着医护人员们。经过周
密的准备，10 月 25 日手术按计划进
行。术前麻醉专家提示专家组成员
们：你们的手术时间上限是5小时！

就这样，一台设置了时限的手术开
始了。“尽管我们想到了所有可能发生
的意外情况，包括心脏骤停，做足了各
种预案，可是术中的气氛还是很紧张。”
当日的主刀医生赵宁副教授回忆说。

手术一切顺利，老寿星坚持下来
了！手术在5小时内完成，术中未出现
险情。术后医护人员们依然不敢丝毫
放松，密切关注着老寿星的术后情
况。第三天，老寿星开始下地行走。

昨日赵宁副教授介绍，为近百岁

的老人进行外科手术要求技术熟练
且能够全面掌握术中术后风险，这次
手术的成功不仅体现了医院医疗技
术的硬实力和多学科通力配合的软
实力，同时也充分体现了医患双方互
信互助是多么重要！

昨日，拆线后的老寿星状态非常
好。虽然他已经不能再发声，但是仍
微笑着拱手向医护人员表示感谢。
医生介绍，再过几天老寿星就可以出
院回家，虽然不能再发声有些遗憾，
但是以后还可以考虑借助人工喉、电
子喉发声，“我们很期待老寿星能借
助人工喉发声，再创造一个奇迹。”

据了解，老寿星是中国医大一院
耳鼻喉目前接治的年岁最高的恶性
肿瘤手术患者。这次手术的成功代
表着该院耳鼻咽喉科已突破恶性肿
瘤手术百岁高龄禁区。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李文慧

创医院纪录 98岁翁成功进行喉癌手术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

客户端记者朱柏玲报道 11
月1日，由辽宁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主办的2019年辽宁省企
业品牌价值评价结果信息发
布会在沈阳举行。今年是我
省第四年开展企业品牌价值
评价，共有 114 家企业参评，
分布在机械设备制造，有色
冶金，能源化工，建筑建材，纺
织服装鞋帽等10个行业。价
值评价结果信息发布包涵企
业品牌价值和品牌强度两个
维度，品牌价值单位为亿元人
民币，品牌强度满分为 1000
分。参评企业品牌价值均值
7.2 亿 元 ，品 牌 价 值 最 高
150.97 亿元；品牌强度均值
764.1，品牌强度最高935。

2019年辽宁省
企业品牌价值
最高150.97亿元

调表师傅正在对计价器进行调整。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者 张阿春 摄

“临时医疗队”在狭小的车厢内为患者诊治。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