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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

107铺外有两个电焊氧气罐

昨日11点，虽然天旭汽配城的大火已被扑灭，但

市场各个大门外依然拉着警戒线， 几名消防人员在

市场内进行调查和消除复燃隐患。 成都商报记者进

入到市场着火的中心区域C区和D区，实地探访火灾

后的汽配城。

C区和D区之间隔着一条大道，火灾过后，这条

大道已变得焦黑，7辆烧焦的汽车， 横七竖八地停在

路上，只剩下外壳和座椅的钢架。

C区和D区的大部分商铺损毁严重，这些商铺只

剩下光架子， 一些严重过火的商铺甚至连屋顶都已

塌陷。在火灾过去近20个小时后，空气中仍然弥漫着

浓烈的焦糊味，一些地方仍有烟冒出，几名消防人员

正用水龙头冲刷冒烟处，防止余火复燃。

最先起火的107铺已成为一片废墟，连商铺屋顶

都已塌陷。在这间被大火摧毁的铺面前，放有两个电

焊用的氧气罐。“他们平时就是用这个在进行电

焊。”市场内的商户叶女士说。

损失

10多年来损失最大火灾

据了解，天旭汽配城的格局均为一楼店铺，二楼

仓库，商家们除了在一楼摆设货品，还在二楼囤积了

货物。 一位自称是汽配城所在物流园区的工作人员

说，在D区和C区，店铺和仓库内货物价值超过百万

的不在少数。市安监局局长吴德斌表示，这次火灾涉

及的面积、造成的损失，可以说是10多年来

（成都）

最

严重的火灾事故。

昨日下午，200余户在火灾中受损的商户推举出

20名代表，在当地政府的协调下，与市场管理方商谈

赔偿事宜。据一名商户代表称，截至昨晚7点40分，双

方仍未达成一致协议。

昨晚7点，成都商报记者致电天旭汽配城配送中

心的一名负责人，对于受损商户如何赔偿，这名负责

人称，目前仍在开会协商中。成都商报记者询问“按

照规定，市场内能否进行电焊？”这名负责人称正在

开会，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昨日下午， 一些在此次火灾中受损的商户建立

了一个QQ群，邀请所有在火灾中受损的商户加入。

“在群里，我们可以互相沟通，商量后续解决事宜。”

一名商户代表说，同时，这名商户代表还提议聘请律

师，通过司法途径来维权。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胡挺 蒋超 郑钰飞 摄影记者 程启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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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法第

115

条规

定，放火、决水、爆炸、

投放毒害性、 放射性、

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

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

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

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

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

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

刑。 过失犯前款罪的，

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

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

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者拘役。

失火罪指由于行

为人的过失引 起火

灾，造成严重后果，危

害公共安全的行为 。

这是一种以过失酿成

火灾的危险方法危害

公共安全的犯罪 。失

火罪必须造成致人重

伤、 死亡或者使公私

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严重后果，才能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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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火灾大事记

38天火灾272起

11

月

23

日， 武侯区

武侯祠大街

一居民住宅

发生一起火

灾，造成

1

人

死亡

11

月

28

日， 成华区

府青路一居

民楼发生火

灾，

1

人死亡

11

月

29

日

凌晨

4

时许，

龙泉天生路

航天综合市

场突发大火，

市场上千平

米被烧毁

12

月

6

日

凌晨零点 ，

五块石电子

电器市场发

生大火 ，成

都消防出动

全城

17

个消

防 中 队 扑

救， 过火面

积达到

2000

余平方米

12 月 23

日下午4时过，

新都天旭汽配

城大火， 过火

面积4000余

平方米。

从

11

月

16

日

至今， 全市共发生

火灾

272

起， 造成

两人死亡， 直接财

产损失

468.8

万元，

与去年同期相比各

项指标均有较大幅

度上升。 我市的火

灾形势，特别是

11

月以来， 成都市公

安消防局相关负责

人用“陡然严峻”四

个字来形容。 马昆

称，究其原因，和入

冬以来用电用火增

多有关，同时，部分

地方的消防基础设

施较差，马昆称，龙

泉航天市场大火 ，

不仅市场内没有消

防栓， 周围

120

米

外 都 找 不 到 消 火

栓， 而五块石电子

市场内， 喷淋设备

也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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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讯（记者 郑钰飞）

针对当前

我市严峻的火灾形势，成都市公安消防局

相关负责人昨日指出，要在全市进行集中

整治活动，而整治的重点在于五类火灾隐

患：1、大型集贸市场的消防整治；2、“三合

一”

（加工、储存、生活）

场所的整治；3、租

赁用地火灾隐患；4、城中村的消防安全隐

患；5、人员密集场所的排查。

据介绍，从五块石电子市场大火后，

成都消防就开展了火灾隐患整治， 排查

一处、整改一处，全市消防部队也在昨日

进入二级战备状态。

前日下午4时许，新都天旭汽配城配送中心

发生大火，导致市场的C区和D区大量商铺被烧

毁，过火面积达4000余平方米

（成都商报昨日报

道）

。昨日下午，成都市公安消防局局长马昆公

布了消防部门的初步调查结果： 市场内的D区

107铺业主违规使用电焊， 火花引燃店内易燃

物，导致大火发生。目前，107铺3名业主已逃逸，

其行为均已涉嫌失火罪。

另外，消防调查还发现，天旭汽配城的开建

消防审批存在问题，为节约成本，该汽配城在开

建时申报存储的是难燃物和非燃物，事实上，汽

配城内却储存了大量可燃、易燃和助燃物。

调查

违规电焊引燃大火 3人在逃

昨日，在众多商户中，一直流传这样一个说

法：火灾的发生和一商户使用电焊有关，四溅的

火花引燃了店铺内堆放的物品。

成都市公安消防局局长马昆昨日下午证

实，经过消防部门初步调查，起火和D区107铺

业主违规使用电焊有关。马昆称，大火扑灭后，

新都消防大队、市消防局、省消防总队的火调专

家来到现场勘查、询问，多名商铺负责人回忆，

D区107铺面业主当时使用电焊，未采取任何防

护措施，火花引燃了店铺内的易燃物，导致大火

发生。目前107铺的业主三人均在逃，根据我国

刑法第115条规定，三位业主的行为均已涉嫌失

火罪，目前警方也正在全力追捕。

初步调查结果与汽配城内多家商户的说法

相吻合。 在天旭汽配城内销售配件的叶女士的

铺面，距离D区107铺面仅数十米，事发时，她拍

下了视频。视频资料显示，火灾刚开始时，正是

107铺面和隔壁销售空滤芯的铺面最先着火，向

外冒浓烟， 二楼的火势比一楼要大。“107铺的

楼上，有工人在电焊，引燃了旁边的店面，后又

引燃机油，造成大火。”附近的商户反映，“他们

经常在这里焊接东西， 还有人被电焊的火花烫

伤过。”

距107铺仅一铺之隔、销售机油和润滑油

的杜女士称，107铺的火是从楼上烧起来的，

“引燃了旁边卖空滤芯的，火烧过来又引燃了

我的铺面，机油燃了起来。”她说，她的铺子里

约有4000件机油。多名市场商户称，机油起火

后流淌至D区和C区的路中间，引燃停放在路

上的小车，小车发生爆炸，进而将火从D区引

至C区。

关 注 成 都 10 多 年 来 最 大 火 灾

最先起火的

107

铺外有两个电焊氧气罐

昨日，在火灾中受损的汽配城

C

、

D

区商家开始与市场方协商理赔事宜

是人祸

初步调查发现，天

旭汽配城D区107铺业

主违规使用电焊，火花

引燃店内易燃物，导致

大火发生

还是人祸

消防部门称，为节

约成本，天旭汽配城在

开建时申报存储的是

难燃物和非燃物，实际

上汽配城内储存大量

可燃、易燃和助燃物

◆不抢不行！ 跨年巅峰巨献智能手机不到市价三分之一，太划算了！

◆不火不行！ 老用户换购 5 款大屏安卓智能机均可直抵数百元现金！

◆不好不行！ 尼彩专家团队历时半年潜心打造，做工精湛、无比尊贵！

核心提示

拧干智能手机价格虚高水分，终结智能手机

行业暴利，尼彩首届智能机“狂欢节”火爆升级，

掀安卓手机百元特价抢购风暴元旦大型促销酬

宾活动：一、全新上市尼彩 A330在“狂欢节”

半价抢购只要 499 元；二、感恩回馈，尼彩

老用户凭购机凭证或旧尼彩手机，直抵 500

元现金 ,�抢购最新款大屏超薄安卓手机

A300；三、运营商定制特供尼彩 599元话费

包，市场罕见，全场购机就送，月租仅 10元，

市话 3分钱一分钟！（活动详情以店内海报为准，

送话费仅限成都地区）

销售火爆

各店疯抢更胜开业

不要四五千、不要两三千、不要一两千……尼

彩携十余款大屏安卓智能手机全线出击智能手机

市场，即日起，总部特供四川：超火爆新品 4.5 寸双

核 S90、高端商务 4.3 寸 X3、双核 3GN01、大屏旗

舰 X6、炫彩华丽 A7等 4寸以上大屏安卓智能手机

另享 200 元—400 元换机补贴； 超人气 S3 工厂价

599 元还送超值大礼包；N4S 元旦豪华升级， 购机

即送时尚充电宝和 4G 高速内存卡；应广大用户要

求，首款电信版双模大屏智能手机 C07劲爆上市！

尼彩大屏安卓智能机 A330 半价抢购只要 499

元的喜讯传出，尼彩工厂店四川总店被挤得“爆棚”，

八宝街店牛市口店也是如此！ 总店曹店长讲述了遭

遇的火爆场面：“这几天早上 8点刚过， 还没开门营

业，在位于忠烈祠西街的总店门口‘挤闷’了顾客，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 热烈地讨论买哪款智能机自己用

更合适，买哪款智能机送人更有面子，还有人在担心

现在如此便宜，错过了这个机会，以后就是想买恐怕

也买不到了。 开门后，大家更是一窝蜂地往里涌。 每

天一个小时销售相当于以前的全天， 面对暴增这么

多的消费者，连库管都到柜台来‘支援’了。 ”

“太疯狂了，跟不要钱似的！ ”一直排在后面结账

的陈大姐担心缺货了。“这哪里是买手机啊，这简直

就是抢嘛！ ” 现在相同配置的安卓智能机都要两三

千， 老用户换购 5款大屏安卓智能机最高直抵五百

元现金，只要 599 元、699 元，这种机会不是天天都

有，要不是四川尼彩搞大型促销酬宾，消费者哪能占

到这么大的便宜。一家火锅店老板直接买了 2箱，给

员工年底发福利，他觉得“抢到就是赚到”。这种抢购

场景，除了尼彩工厂店，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

虽然尼彩 A330、A300 成为此次活动的热点机

型，但是好多其它款的手机也深受消费者喜爱！ 像

超人气 S3工厂价 599元还送超值大礼包；超人气 4

寸 3G 安卓智能机 N01， 比市场价便宜七八百元，

旧手机还能抵 300 元， 比原先的工厂价也要便宜

2、3百元。 很多顾客都说，本来就卖得不贵，现在更

是冲破心理底线了，当然要买。在双流，两名顾客为

了抢当天最后一台 S90 差点挤爆柜台， 动起手来，

好在店长承诺可以出售样机才平息下来。其实好多

顾客来了，看到手机这么紧俏，问都不问，先抢一部

再说，反正这么便宜，怎么买都不吃亏！

总店疯抢、市区疯抢、郊县疯抢、全川疯抢！ 尼

彩各工厂店火爆态势比开业还猛，短短一年半的时

间，全国工厂店突破 6000 家，仅四川就有 500 家，

千万人选择了尼彩，相信你也会的！

全民疯抢

消费者惊呼：太划算了！

来了，全都来了！ 只为这不谈利润只图口碑的

尼彩智能手机“狂欢节”！新用户来了，老顾客到了；

有丈夫带着妻子，儿女陪着父母；也有三五朋友成

群的……真没白来，有的一家全买齐，有的选了好

几部，自己用合适，送人也合适，多买几部是没错

的！ 大家抢得满心欢喜！

“我们老百姓要的就是实惠、便宜。 只要能给我

优惠，这种活动就热烈欢迎。 尼彩全新安卓智能手

机最低才 499 元，这么便宜，我肯定得过来看看有

没有喜欢的机子，结果发现，尼彩便宜又好用的手

机太多了！ ”陈大哥在体验台反复比较。

“我在尼彩买了好几部手机了，质量放心，价格

公道，遇到这次搞活动，就更‘相因’了。 而且机型

多，可以说是全人群覆盖，不管你是白领、学生、老

人、生意人……都可以抢到自己满意的。”老熟人焦

大哥扳着指头和笔者攀谈起来。

“居然采用的是全球知名的 ARM 处理器，运行

速度几乎可与电脑相比了！ ”大家对尼彩全新安卓

智能手机赞不绝口。“还有多彩时尚外观多种颜色

选择、超大屏幕、超薄机身，支持重力感应、双高清

摄像头、超大容量内存，超灵敏电容触摸、还能识别

手势。 这么低的价格，太超值了。 ”

“终于盼到了，我们老用户有福利了！ ”李先生

高兴地用了一款旧尼彩手机换了部大屏超薄安卓

智能机，直抵了 500 元现金，还享受到了 599 元的

话费，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我原来看上的一款机子没等我买呢就被人抢

光了，后来他们又拿出好几款机子，我看了，也不

错，就赶紧抢了 2 台，慢一点就又断货了，真没白

来！ ”黄大哥兴奋的告诉笔者道。

尼彩安卓智能机

“真智能、超低价、真方便”

智能机虽好，买回来不会用怎么办？别担心，只

要你来尼彩工厂店摸一摸、用一用，你就会发现，尼

彩安卓智能机真的非常简单，不用教、不用学，上手

就能用。仅仅一根手指头，一点一划两个动作，就能

轻松完成所有的操作。 连老人和小孩都能玩得转！

秉承“真安卓、真智能、真低价”的战略定位，尼

彩手机虽说是百元级，但与四五千元的安卓智能机

相比是一样的，全球知名的 CPU、内存、安卓操作

系统，全智能化操作更简单。

“只要几百元，两三千元智能手机上的功能它全

有！ ”李大哥谈了他的体验：“滑动、点击、反应速度

真可谓快如闪电，搜索软件 3 秒钟，10 秒钟就能下

载安装完毕，非常方便。 一键操作，撇脱！ ”“一台尼

彩安卓智能手机就相当于一个平板电脑、一台 GPS

导航仪、一个掌上电视、一部游戏机，你说值不值？ ”

尼彩所有安卓智能手机海量软件和游戏全是

免费的，目前市面近 10 万款可以免费安装、免费使

用，随心卸载。 玩游戏、爱购物、爱交友、看视频、看

资讯……无限应用、应有尽有！ 微博、微信、陌陌、

QQ、股票、淘宝、优酷等这些都是它的“基本配置”。

尼彩安卓智能手机自有过人之处： 拍商品条

码，马上对比各大超市价格，哪便宜哪买。用手机买

机票、火车票、订酒店更省钱、查航班信息、炒股票、

查违章、 买彩票……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能办！ 在

WIFI 环境发信息、 聊语音和看视频都不用花任何

通话费、流量费。

而尼彩安卓智能手机的价格却不到市面上同

配置手机的三分之一，旧手机还能“变废为宝”直抵

500元现金，还得到 599元话费，太震撼了！ 全国少

见，全行业少见！“狂欢节”抢部智能手机本身就已

经很划算，同时还送 599 元话费，这才仅仅是开始。

更重要的它还能帮你省时、省力、省钱，你还在犹豫

什么？ 还有什么值得犹豫的？ 赶紧就去尼彩手机工

厂店抢手机吧！

疯抢！ 全新智能机A330半价抢购只要 499元！ 震撼！ 老用户换A300智能机直抵 500元现金！ 喜讯！ 被抢断货的 4.5寸双核旗舰 S90已到货！

四川总店 ：忠烈祠西街 32-34号（太升南路赛格广场西南侧，邮政储蓄银行旁） 牛市口店：大田坎街 15号附 1号（摩根中心斜对面）

八宝街店 ：青羊区八宝街 140号（西大街八宝街交汇处十字路口，新城市广场斜对面） 抢购电话：4007-969-969����028-68538299

“尼彩”所售所有产品均实行“全国联保，售后三包”，为保证消费者权益，“尼彩”手机只特许在省内各地、州、市、县及镇授权

“尼彩手机工厂店”销售，任何非授权的其它传统渠道及网络所销售的“尼彩”手机均视为假冒伪劣产品，尼彩科技对其产品质

量及售后服务概不负责。

尼彩科技集团荣誉出品

尼彩智能机“狂欢节”掀元旦特价抢购风暴

>>>

[活动部分劲爆机型……]

[尼彩掀百元级智能手机全民普及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