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李萌）合肥一男子在操作
无人机时，没注意机器电量，导致无人机坠落，而坠落的位置
恰好在铁路线附近。 为了找回无人机，男子向铁路警方求助，
没想到自己的行为已违法，最终被铁路警方给予 500元罚款。

8 日中午 12 时 30 分左右，肥东火车站派出所民警接到
一男子求助， 称其之前在合杭线 K19 公里附近放无人机，结
果无人机坠落在线路护栏里面了， 自己想进去拿却进不去，
只得向铁路警方求助。

在铁路线路上空放飞无人机？ 男子行为无异于“自投罗
网”，民警展开调查。 经查，男子正在自学无人机驾驶，目前还没
有取得无人机执照。 当天他带着无人机到逸趣园附近俯拍公园
全景时，没注意无人机多次低电量提醒，导致无人机坠落。

随后民警在铁路护栏内找到了无人机，所幸该机尚未掉
落至线路上，之后民警对男子进行教育，并根据《铁路安全管
理条例》对男子处以罚款 500元的行政处罚。

因为脸上有一些小小的雀斑， 家住宿州市埇桥区的年轻女
子刘敏（化名）去美容店祛斑，接受了液氮冷冻祛斑后，最
终却落下了大面积的瘢痕，还造成了伤残。 一气之下，她将
美容店负责人起诉至法院。 近日，宿州市埇桥区法院对此案
作出了判决。

液氮祛斑美容遗憾变成了毁容
王丽（化名）在宿州市埇桥区开设一医疗美容服务

场所。
30多岁的刘敏家住不远处，因为面部长有一些雀斑，她

就想将雀斑祛除。 2021年 4月 15日晚上，刘敏去了王丽的
店内接受了祛斑处理。 王丽使用液氮冷冻技术为刘敏做祛
斑美容。

然而，刘敏当晚就发现面部肿胀，第二天面目全非。
事后，刘敏发现面部因液氮冻伤导致面部瘢痕增生。 同

年 7 月 8 日，因刘敏向当地派出所投诉，宿州市埇桥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对双方做了询问笔录。 同日，王丽向刘敏出具承
诺书一份，载明：因药物用量超限造成刘敏面部受损造成瘢
痕增生，经多方治疗尚未痊愈，愿意为刘敏继续治疗，直至
满意为止，愿承担所有费用。

2021年 8月， 宿州市埇桥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认定王丽
属未取得医师资格证、 医师执业证以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
证的情况下擅自执业，对王丽作出行政处罚。

同年 11 月， 安徽某某司法鉴定所作出鉴定意见书，刘
敏的左面部皮肤损伤遗留增生性瘢痕形成面积达 16.3 平方
厘米，属于八级伤残。

美容店担责九成被判赔偿 16万余元
为了讨一个说法， 刘敏向宿州市埇桥区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王丽赔偿损失共计 18万余元。

王丽辩称，不同意刘敏的诉讼请求。 “做之前我跟她说
了做完之后会有几天的尴尬期， 这几天如果没有护理好会
造成皮肤感染等情况。 我用的也是正规的产品液氮，很多医
疗机构都在使用。 ”

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王丽在未取得医师资格证、医师
执业证以及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情况下， 擅自开展医疗
美容执业并操作不当， 致使刘敏在其经营场所接受祛斑服
务后，因液氮冻伤导致面部瘢痕增生。 因此，王丽应对刘敏
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而刘敏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
明知接受案涉如此程度的医疗美容服务， 应前往有资质的
正规医疗机构， 但其在未了解被告有无资质的情况下即接
受了被告的医疗美容服务，其对自身损害也应负一定责任。

法院综合酌定作出判决，王丽承担 90%的责任，赔偿刘
敏医疗费等各项经济损失 16.7万余元。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张剑

以投资养老项目为名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芜湖一家公司 17人获刑

本报讯（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张剑）以投资养老项目为
名，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导致多名老人 2 千多万损失。 6 月 8
日，芜湖市弋江区法院宣判这起以投资养老项目为名的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案，17名被告人分别被定罪量刑并责令退出违
法所得。

法院经审理查明，芜湖惠夕健康咨询有限公司（下称“惠
夕公司”）成立于 2014 年 8 月 21 日，为福晚投资控股（上
海）有限公司的子公司。被告人薛某、柯某某等先后被聘任为
惠夕公司法定代表人，负责制定各个部门的工作指标，将吸
收资金业务分配给各小组，被告人张某、檀某某等先后在惠
夕公司担任过业务主管和业务员，负责开展业务。

惠夕公司在未经国家相关部门许可的情况下， 通过散发
宣传单、口口相传等方式，向客户推荐该公司的养老项目，吸
引客户投资，并与客户签订居家养老服务合同、艺术品交易
合同，收取保障金，并承诺根据缴纳保障金的数额，给予客户
9%到 13.5%不等的年利息。 2018年 2月至 4月，公司以在澳
洲上市反馈老客户为由， 将合同期限由 1 年缩短为 3 个月，
年利息则提高至 36%。 所吸收的资金由惠夕公司汇入福晚公
司账户。 最终因为无法兑现而案发。

经审计，截至 2018 年 4 月 30 日，惠夕公司共吸收 912
人资金计 5374万余元，造成损失 2121万余元。

法院认为， 被告人受他人指使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规
定，在未经中国人民银行许可的情况下，通过公开宣传等形
式，承诺高额利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各被告人行为均已触
犯刑律，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并属共同犯罪，根据各被
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性质、社会危害性及个人悔罪表现，
作出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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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章师平 付艳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汪漪）
合肥王女士腹中长了一个 8厘米大小的卵巢囊肿， 却因
为爱美又胆小，一直不敢做开腹手术。 日前，在安医大一
附院北区，妇科专家在她的肚脐上打了个孔，将这个囊肿
从肚脐眼全部取了出来， 王女士出院时已完全看不出曾
经手术的痕迹。

王女士今年 47 岁，体检发现卵巢囊肿多年，一直定
期复查，因害怕手术，多家医院辗转咨询。近日，王女士就
诊安医大一附院北区妇科门诊， 看着王女士犹豫不决的
样子，该院妇科副主任医师王虎经过盆腔核磁共振、肿瘤
标志物等多项检查，分析肿瘤是良性的可能性很大以后，
建议她做单孔腹腔镜下患侧附件切除术，并耐心讲解，制
定详细的手术方案。

手术中，王虎先从患者的肚脐上开了一个 2.5厘米的
小切口，置入腹腔镜探查，确定是卵巢囊肿。 他先完整剥
离囊肿，放置在一个“网兜”般的一次性透明取物袋中，
然后刺入吸引器逐步缓慢吸出囊腔囊内液。 待囊腔都空
了后，再从肚脐眼把囊壁切成长条，经脐分次全部取出。

术后，王女士只有轻微地疼痛，她看着自己几乎没有
痕迹的腹部，直称是“魔术手术”。

“经脐单孔腹腔镜是一种新的手术方式，很受女患
者欢迎。 ”王虎介绍，与普通腹腔镜手术相比，经脐单孔
腹腔镜手术通过脐部天然腔道进入腹腔，创伤更小、恢复
更快，也更加美观。这种“魔术手术”的适用范围也很广，
卵巢囊肿、子宫肌瘤、切口妊娠、宫外孕等妇科良性疾病
都适用。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敏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胡霈霖）
6 月 9 日，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
悉，日前刚刚成功发射的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上，首次使用
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吴枫教授课题组研制的流媒体图像
质量增强系统，显著提升了返回舱图像的清晰度和画质。

据介绍，神舟载人飞船返回舱是航天员在飞船发射、
交会对接以及返回地面阶段需要乘坐的飞船舱。 与在轨
的空间站不同， 返回舱和地面之间的通信链路资源极其
有限， 传统的视频通信技术严重影响了返回舱图像的分
辨率和画质。在神舟十三号及以前的飞船中，返回舱图像
的有效分辨率仅为 352×288， 难以适应目前高分辨率、
大屏显示的画面要求。

吴枫课题组在 2021 年 11 月接到需求后，组织人员

开展科研攻关。基于他们所建立的非均匀率失真理论，提
出了深度学习压缩视频超分辨率增强技术， 将图像的分
辨率提升 16 倍以上至 1920×1080，图像峰值信噪比提
高 4分贝以上。

课题组进一步研制了支持实时流媒体处理的图像增
强系统，系统处理速度达到 25 帧每秒，端到端处理时延
小于 1秒。 该系统用于返回舱和地面之间的视频通信中
提升图像的清晰度和画质。系统应用后，主观感受视频画
质有显著提升，在 4K以上的大屏显示更加明显。

目前， 图像增强系统已在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的待
发段、发射段、上升段和交会对接段全程使用，后期能够
用于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的返回段以及神舟系列载人飞
船的后续任务。

肚脐上打个小孔取出8厘米卵巢囊肿
新技术堪称“魔术手术”

中国科大流媒体技术助力
神舟十四号返回舱图像更清晰

祛斑祛出新瘢 美容店担责九成

冷冻祛斑女子美容祛斑，接受液氮冷冻，不料落下
大面积瘢痕，起诉美容院，获赔 16 万

无人机掉落铁路线旁
男子被罚 5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