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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记者从浙江省消
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获悉，针对“强
制实名制购票乘车后遗失车票的消
费者另行购票”，浙江省消保委已向
上海铁路运输法院提交诉状，请求判
令上海铁路局立即停止该行为，并获
得中国消费者协会支持。但目前已
超过7天受理期限，上海铁路运输法
院至今未出具是否受理的答复。

坐火车出站时，需要凭当日火
车票才能刷卡出站，但火车票不慎
丢失，工作人员要求必须补票，否则
不能出站，不少消费者遇到这种情
况。有的人表示，非实名制下，铁路
部门的这一要求情有可原；但是实
名制下，如此规定是否合法合理？

浙江省消保委认为，新消法第
四十七条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
合法权益的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
以及在省、自治区、直辖市设立的消
费者协会，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
讼。此规定明确了消协组织公益诉
讼主体地位。

2014年12月30日，浙江省消费
者权益保护委员会正式向上海铁路
局提起公益诉讼，要求其立即停止

“强制实名制购票乘车后遗失车票
的消费者另行购票”的行为。这是
目前国内由消费者组织提起的第一
例消费维权公益诉讼。

实名制车票丢失需补票
首例维权公益诉讼启动

1月10日12时44分，南京市交
通运输局官方微博“南京交通发布”
称：1 月 9 日至 10 日，南京尧化门、
晓庄广场、迈皋桥一线及仙林、泰山
新村等区域发生多起打砸出租车、
殴打司机、阻挠出租车正常运营的
情况，公安机关已依法采取措施。
南京客管部门提醒出租车司机坚持
正常营运，遇到情况及时报警，保护
自身安全。

这起打砸事件起因是从 1 月 8
日开始的南京出租车停运事件。当
日，南京南站、南京火车站、禄口机
场以及一些人流较大的商业圈，都
出现了出租车停运现象，一度造成
乘客滞留。1 月 10 日凌晨 3 时，大
街上出租车很少，很多乘客通过滴
滴打车，即使愿意多付 30 元的小
费，也没有得到出租车司机的回应。

“南京交通发布”称，市交通、物
价等部门已组织开展了出租汽车行
业调研，对出租汽车租赁承包费、全
天候双计费、加收长途返空费等问题
正在研究，将适时启动相关法定程
序。交通客管部门呼吁广大出租车
驾驶员通过合法途径反映诉求，自觉
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不信谣，不传谣，
客管部门将搭建平台，听取意见，做
好沟通工作。（据《中国青年报》）

南京发生多起
打砸出租车事件

●“借”肚“买”卵如同选商品
调查中，多家代孕中介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代孕不仅仅可以“借”肚子生孩子，甚至卵子也可
以任你挑选。又“借”肚子又买卵的客户占相当
大的比例，中介也非常乐意为这样的“高端”客户
服务。

由于卖卵女孩很多，代孕中介先通过网络发
给客户大量女孩的照片、资料，然后缩小范围后
与女孩直接见面。这些资料中详细标明了女孩
的学历、家庭、身高、体重、肤色、血型，甚至还有
月经周期。

在与多家代孕中介接触中，记者看到，他们为
客户联系的出卖自己卵子的女孩在20岁左右，有
的刚刚工作，不少还在读大学，有的甚至还在读高
中。一个读高三的18岁女孩告诉记者，她卖卵挣
钱竟然是为了还清信用卡。

●中介联手黑诊所做手术
记者经过深入调查发现，代孕中介很可能在

这交易中布下陷阱。
记者发现，不少女孩并不把取卵当作一回

事，觉得能赚几万块钱挺好。然而当记者追问她
们如何取卵，取卵对身体有哪些危害时，大部分
女孩都一脸茫然。

一家代孕中介负责人偷笑着说：“这全靠忽
悠，取卵的危害怎么能告诉她们呢？”医学专家
告诉记者，取卵前大剂量打促排卵针，取卵过程
中的手术都会对女孩的健康造成潜在威胁。操
作不好直接会影响今后的生育，甚至可能造成
绝育。

记者通过广州一家代孕中介，看到了这一黑
色产业链上的另一环节——代孕手术的诊所。在

一普通居民小区旁，一个护士打扮的人带着记者
和陪同的中介负责人经过两道大门，看到了做代
孕用的所谓取精取卵室和手术室。

看上去这家诊所的条件很简陋，据了解这家
代孕黑诊所只有一位医生负责手术和坐诊，和他
合作的多家代孕中介，要把已经做过代孕手术而
怀孕的代孕妈妈情况及时向他汇报和咨询。就
在记者调查期间，诊所门外还有好几家中介的人
都在等着咨询，为了排出先后顺序，他们还猜起
了拳。

●胎儿或因性别被强行打掉
代孕妈妈大多来自农村贫困家庭，以为只要

替别人生个孩子就能拿到十几万元。她们不会
想到，自己怀的孩子可能因为性别选择而被中介
强行打掉。

一家代孕中介负责人说，对外做代孕包生男
孩非常残忍，一旦发现是女孩就得做人流。“然后
马上安排另外一个人(代孕妈妈)，有次一个客户做
了4次，第五次才是男孩，当时脸都绿了。”

经过与代孕中介长时间接触，记者发现怀孕
待产的代孕妈妈一般都统一住在中介安排的各
个居民区里，并有专人负责她们的吃住行。看似
普通的集体生活，但实际上代孕者已经失去了人
身自由，完全沦为中介机构赚钱的“机器”。

调查中，记者发现，丰厚的利润吸引着越来
越多的代孕中介加入，其中一些规模大的甚至已
经在跨区域集团化运营。代孕中介告诉记者，客
户成功怀孕，进入待产流程的全国各地都有。

代孕中介为记者算了一笔账：他们一年代孕
200 多个孩子，刨去买卵子、找代孕妈妈的费用，
再刨去给黑诊所的手术费等，代孕顺利的话，他
们一单最多能挣40万元。

央视曝光非法代孕产业链，卵子能卖3万元至10万元

一单生意代孕中介能挣40万元

不满机组解释引发争执
10 日凌晨 4 时许，有网友发帖称：“昆明

长水机场东航公司机长大骂乘客，情绪激动，
强行开机，乘客报警无效，打开逃生门，阻止
飞机起飞，机场管理人员一个多小时无人到
场。”并上传了机舱内的现场照片，引发网友
关注。云南警方公布初步调查情况称：因飞
机除冰关闭空调乘客不适，不满机组解释而
引发争执。

据介绍，10日凌晨 4时 20分许，云南省公
安厅民用机场公安局航站楼派出所民警前往
114号桥对航班进行处置。到达现场后，经初
步询问，得知航班系由达卡出发经停昆明到
达北京，航班于 9 日 21 时 20 分落地昆明长水

国际机场，由于机场雪雨天气原因，至10日零
时许才开放登机。10 日凌晨 1 时，153 名旅客
登机结束后，飞机一直排队等待除冰。至凌
晨3时45分航班开始机身除冰工作。

由于除冰需要，飞机内关闭了空调约 30
分钟。飞机内空气不流通，机上有一位年长
女性身体不适，此时机上大部分旅客都比较
关注该名旅客的身体状况，要求机长出面解
释，MU2036 航班副机长出面解释，回答无
法让旅客满意，致使旅客情绪激动，与机组
发生争执。

对于网友微博中提到的“机长大骂乘
客”，东航云南公司称，经调查，该航班机组在
事件过程中均按规章程序进行操作处置，主
动与旅客进行解释沟通，无不当用语现象。

3个逃生门被强行打开
当该航班推离登机桥后，机上有旅客突

然打开了航班左翼的一扇安全门和右翼的两
扇安全门，后机组将航班滑回登机口。

经调查核实，被违法打开的三道应急舱门
分别位于 41L、42A、42L 座位旁。该航班延误
后，北京某旅行社25人团队在其导游李某(女)
的煽动下，情绪尤为激动。团队中旅客周某违
法打开41L、42L座位旁两道应急舱门。

根据已调查核实的情况，民用机场公安局
航站区派出所对李某和周某的违法行为予以
治安拘留 15日处罚。对违法打开 42A座位旁
应急舱门的违法人员正在进一步调查核实中。

（据新华社、《云南信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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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选民冒领选票、候
选人无任职资格……山西省运城
市纪委近日通报3起农村“两委”换
届选举违纪违法典型问题。

从2014年10月到2015年1月，
山西省村党组织和第十届村民委
员会集中进行换届。截至目前，山
西省农村党组织换届已基本完成，
村委会换届选举已完成 95％以
上。据了解，山西省各级纪检监察
机关已查处近200起农村“两委”换
届选举违纪违法案件，给予党纪处
分100余人。

山西查处近200起
换届选举违纪违法案

“我们找的都是20岁左右的女孩，这个年龄卵子
是最好的。”代孕中介负责人很自信地说，卵子好，价格
也就低不了，购买这样女孩的卵子需要3万元到10万
元不等。

这是记者用半年时间深入代孕中介了解到的情
况，之所以价格区间这么大，代孕中介负责人略带神秘
地说：“捐卵女孩都是大学生，开始主要是通过网络(个
人资料)初期的海选，看好了你也确实想见一面，那咱们
再约时间见。”

杜绝地下代孕
需提高立法层级

面对我国不孕症发病率
7%至10%的社会现状，地下代
孕产业屡禁不止，日益庞大。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人类
辅助生殖技术管理部专家白
晶博士说，我国禁止任何形式
的代孕，但由于现在法律法规
层级不高，对代孕的处罚力度
有限，打击力度不足。例如，
代孕机构公然在网站做广告

“叫卖”，却很少有部门进行监
管。

屡禁不止的代孕，绝不仅
是“ 花 钱 造 个 孩 子 ”这 么 简
单。伴随着这个灰色地下产
业的庞大，背后的伦理、法律
冲突也日益加剧。2012年，广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受理了一
起由试管婴儿引起的抚养权
纠纷，由于婴儿是代孕所得，
男方从法律上甚至可以拒绝
自己是孩子的父亲，也不必承
担相应的抚养义务。

白晶认为，加快推进相关
立法，是解决这个问题要迈的
第一步。国家卫生计生委相
关负责人称，下一步将启动立
法研究，推动将《人类辅助生
殖技术管理条例》列入国务院
立法计划，提高立法层级，加
大对代孕等违法违规行为的
惩处力度。

（据央视）

1月10日凌晨，昆明降下大雪，长水国际机
场航班大范围延误，东航MU2036延误较长时间引发乘客不

满。飞机推离登机桥后处滑行过程中，有乘客强行打开3扇逃生门，
阻止飞机起飞。机场警方随后赶赴现场，扣押了涉事乘客。

云南省公安厅民用机场公安局10日晚通报，对煽动
者李某和违法打开两道应急舱门的周某分别予以治

安拘留15日处罚。

航班延误航班延误 乘客强开乘客强开逃生门逃生门
警方称一旅游团游客在导游煽动下打开逃生门，两人被拘15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