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日，成都商报记者接到市民报料称，位于市中心的商业街大业路，

每到半夜居然摇身一变，就成了大型菜市场，卖菜买菜的人车占住路口，

对其他车辆的通行造成极大不便。昨日，记者走访调查，白天游客如织的

大业路，到了凌晨，就会变成无比嘈杂混乱的蔬菜批发市场。而相关街道

城管则称，这个菜市场存在至少已有15年，主要是依托青石桥市场而成，

现在已向锦江区相关部门打了报告，争取联合交警等部门联合整治。

“嘭”的一声巨响，紧接着是“嘶嘶”的

喷射声。昨日上午10时左右，二环路西四段

49号附近一处工地，一根地下天然气管道被

施工挖掘机挖断。顿时，白色气雾喷射达三

四层楼高，空气中弥漫着刺鼻气味……

昨日上午11时， 成都商报记者赶到现

场时，燃气仍在泄漏。记者看到，白色气雾

冲天而起，气柱几乎超过三四层楼的高度，

距离泄漏点百米开外， 依然能闻到浓烈的

刺激气味。泄漏点不但紧邻居民楼，其上就

是二环高架路，而50多米开外，还有一家加

油站，现场气氛十分紧张。

此时， 警方已经在事发围挡两侧拉起

警戒线， 消防官兵则正用水枪不断冲刷稀

释气体。受事故影响，二环路北四段双向中

断交通，交警在二环路刃具立交、三友路口

和解放路口进行分流， 引导车辆绕行避开

事故路段。

昨日上午11点30分， 燃气公司抢险人

员关断阀门，燃气逐渐停止泄漏。消防人员

随后停止喷水稀释工作， 道路交通很快恢

复。被暂停的加油站也随即恢复营业，此时

距离事件发生已经过去1个多小时。

受事故影响，附近居民用气受到一定影

响。昨日市内有多个片区因燃气管道损坏停

气。 成都商报记者从成都燃气公司了解到，

二环路此次事故只影响到512建材市场片

区，共2900户住户家中停气。发生在桃蹊路

和东大街的停气，系另两起独立事故引起。

据了解，被损坏的管道系110毫米中压

燃气管道。 停气持续到下午13时许便得到

恢复。

成都商报记者 桑田 实习生 王贞君

摄影记者 张直

“山寨”校车

核载29人实载34人

双流县查获首起跨区县运营违法校车

晃眼一看像校车，仔细一查是客车。核

载29人，车上共载了34人，满满一车小学生。

14日， 双流县交警部门挡获了成都市

金花实验学校的一辆接送学生的汽车。该

车外观似校车颜色， 在不具备校车合法手

续的情况下，跨区县行驶接送学生。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武侯区教育局

获悉，教育部门将对金花实验学校违规租

用无校车营运资格的车辆予以严肃处理，

并责令学校负责人在全区校长会上作深

刻检讨。

据驾驶员张某交代，该车是今年9月份

开始运行的， 主要用来接送住在双流的学

生。该校原本有一辆校车，但需要接送的学

生太多，便临时租用了一辆客车用于接送。

该辆违法校车成为了2012年10月， 公安部

出台《校车安全管理条例》后双流县查获

的首起跨区县运营的违法校车。

经民警调查，该辆非法校车存在的问

题颇多。“外观不是制式校车，安全设施也

不全，灭火器已失效，车上也无医用急救

包，轮胎已严重磨损，不符合客运车辆行

驶要求。”办案民警介绍，驾驶员张某没有

校车驾驶资格。使用未取得校车标牌的车

辆接送学生， 警方可对校方处以1-2万元

的罚款。同时，该车还涉嫌非法营运和超

员等问题，一经查实将面临重罚。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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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堵塞排水管网

两部门联合开出首张罚单

成都商报讯（记者 祝楚华）

今年7月3

日， 大量降雨使得金陵横路积水且有污水

外溢，这个看似由降雨引发，其实背后有着

人为因素的事件真相。昨日，成都商报记者

从成都市水务局和市城管执法局一分局获

悉，经过1个多月的调查取证，此次积水和

污水外溢已查实是由于人南国际广场项目

施工导致金陵横路地下管网堵塞所致。

9月初， 市城管执法局一分局对项目

施工方中国建筑西南设计研究院罚款1.6

万元，并责令其整改。目前，中国建筑西南

设计研究院已缴纳罚款，雨水管网已经恢

复，污水管网正在进行恢复前的报批等准

备工作。这是市水务局和市城管局根据双

方联动机制查处的中心城区首例排水违

法案件。

明年货车入城证

本月27日开拍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交管局获悉，

2015年货运汽车城区道路行驶证（以下简

称“入城证”）竞价申领工作27日启动。货

车入城证有两个变化：一是首次增加A3证

（新能源货车），二是货车晚高峰禁入城时

间由17:00~21:00改为17:00~20:00。

据悉，本次公开竞价的《货运汽车城

区道路行驶证》 投放数量为：A1证6500个,

底价1300元；A2证500个,底价1800元；A3证

500个,底价1300元；B1证1650个,底价1100

元；B2证250个,底价1600元；C1证1000个,底

价900元；C2证500个,底价1400元；D证1300

个,底价3000元。

成都商报记者 锁千程

今日尾号限行

5� 0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云贵

川联销 “天天乐”（

22

选

5

）第

2014281

期开奖结果：

12

、

15

、

14

、

10

、

18

。一等奖

0

注，单注奖

金

0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

3D

” 第

2014281

期开奖结果：

339

， 单选

12312

注，单注奖金

1000

元，组选

3

，

15455

注，

单注奖金

320

元， 组选

6

，

0

注， 单注奖金

160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

球” 第

2014120

期开奖结果： 红色球号码：

01

、

12

、

07

、

28

、

16

、

23

，蓝色球号码 ：

04

。一等

奖

23

注，单注奖金

5924705

元。二等奖

375

注，

单注奖金

70894

元 。 滚入下期奖池资金

236996485

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

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成都

今

/

阴有阵雨

14℃～18℃

偏北风

1~3

级

明

/

阴

15℃～20℃

偏北风

2~4

级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

（据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

联销 “排列

3

和排列

5

”第

14281

期 排列

3

中奖号码 ：

794

， 全国中奖注数

3433

注，

每注奖额

1040

元；排列

5

中奖号码：

79446

，全

国中奖注数

46

注，每注奖额

10

万元。

看天气

览资讯

菜贩作势搬菜箱

四十分钟才全部劝走

城管并没有失位。 从这个违规市场刚

开市时， 道路两旁就能看到城管队员的身

影， 他们上前劝导菜贩们撤离，“赶紧撤

走。” 但菜贩好多都是作势把菜箱往后拖

拖，丝毫没有撤离的意思。

与此同时， 新的贩菜车辆正在蜂拥而

来，这家还没劝离，那一家又来了，被城管

逼问急了， 东大街街口一个中年菜贩指着

街对面成排的菜贩，反问，“你咋不去叫他

们搬走？”其实，城管正是从那边一路劝过

来的。

城管好说歹说， 到凌晨2点40分左右，

这些菜贩才都同意撤离， 撤离时大业路更

加混乱，它从菜市场变成了停车场，车辆就

在路中间掉头转向，车顶驾着雨伞、菜蔬，

很快四散而去， 只在路上留下一堆堆小山

似的菜皮菜叶。

大业路，位

于成都市中心，

天府广场附近，

北接顺城大街，

南通新光华街，

是盐市口商圈的

主要街道之一。

大业路周围购物

广场众多， 又临

近春熙路商圈及

青石桥， 是市民

逛街购物的热门

街道之一。

大业路

白天不懂夜的黑

“莫以为这么轻松，他们就撤走了。”

督院街街道办事处一位值班城管告诉记

者， 这些被劝离的菜贩一部分会跑到其他

路段，继续沿街摆摊卖菜，另外一些则会杀

回马枪，趁城管不备，继续回到大业路上摆

摊卖菜。“不卖光它们（蔬菜）基本上不得

走。”为了防止菜贩杀回马枪，督院街街办

城管就将执法车停在路口处， 城管队员通

宵在此执勤。

大业路拐进古卧龙桥街， 不远就是青

石桥市场。 据督院街街办城管中队相关负

责人赵洋介绍， 这个菜市正是依托青石桥

市场形成并兴盛的。“酒店、饭馆买了海鲜，

总得买点配菜， 这里至少已有15年的历史

了。这个市场每天大约凌晨两点开市，早上

六点才散。市场最红火的时候，城管专门数

过， 大业路上和古卧龙桥街上停靠的车辆

有四五百辆左右，会把路堵得水泄不通。”

历时15年

每天菜贩跟城管打“游击”

据赵洋介绍，整治这个违规市场占道经

营，一直是城管的老大难问题。“蔬菜不好保

存，我们不敢暂扣，又不能扣车，我们只能盯

紧点，及时劝导离开。”但是督院街城管盯得

紧， 这些菜贩便撤到盐市口街办的地界内；

盐市口盯紧了，他们又搬回督院街辖区。“我

们两个街办的城管曾联合整治过， 结果更

糟，这些菜贩四散各处，继续在路上摆摊卖

菜，我们人力吃紧，很难顾得过来。”赵洋说。

赵洋介绍，2011年， 锦江区曾组织交

警、城管等部门对市场做了联合整治，混乱

情况有过好转。目前，该街办为了进一步整

治该违规市场， 每天晚上都会派大量城管

值守，并且已向锦江区相关部门打过报告，

提出了方案， 争取联系交警等部门再次对

违规市场进行联合整治。

已向上级打过报告 争取同交警联合整治

凌晨变身菜市场

随意丢弃无用菜叶

昨日凌晨2时，记者来到大业路和梨花路

路口，当时天下着雨，菜贩们正把车上的菜卸

到路上，忙碌的动作奏响了菜市开市的序曲。

几分钟后，另外数十辆满载蔬菜的中型

货车、小货车、面包车成排停在路边，莲藕、

莴笋等蔬菜成箱摆在路上， 菜贩操起刀具，

熟练地将蔬菜上无用的根茎叶剔在路上。

这时，买菜的三轮车、拖板车、小汽车

也尾随而至，买菜的人大都是饭店的员工，

他们中有人将车停在路中间， 下车后一手

拿着火锅店的菜单， 然后按图索骥般一家

一家选购菜品。

卖菜买菜的人车占去了大半车道，大

业路人声喧天，热闹非凡，俨然一个大型蔬

菜批发市场。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这个

菜市场上的人车越聚越多，他们先是占了一

条车道，后来是一条半，再后来是两条……

记者探访 城管劝离

城管讲述

应对措施

居民楼旁燃气爆管

片区2900户家中停气

2楼违建就在窗户下

3楼业主20秒内翻进家

据成都规划公众平台显示， 针对保利

花园的投诉，一年内竟高达19条，其中绝大

部分投诉都集中在该小区2楼业主违规搭

建彩钢棚屋的问题上。

保利花园4期业主胡女士介绍，她和妹

妹在保利花园4期某栋3楼买了两套相邻的

房子，准备给老人居住。但楼下业主搭建的

彩钢棚屋却让两家老人都不敢住进来。胡

女士告诉记者， 在楼下邻居屋外有一个约

20平米的平台，大致呈长方形状。今年7月，

楼下邻居在2楼搭起了一个彩钢棚屋，正好

在胡女士家客厅、 次卧室及两个卫生间的

空间下。2楼棚屋顶部又几乎与胡女士家的

落地窗台平行， 这让胡女士一家对于今后

的居住安全忧心忡忡。

胡女士说：“要是小偷踩着这个平台翻

进来，就算没丢东西，也怕把我妈吓着。”随

后，为了证实自己所言不虚，当着记者的面，

踩着2楼业主搭建的彩钢棚，一溜小跑，从厕

所的窗户翻进了自己家并打开了房门， 前后

只用了不到20秒。

随后， 记者发现该栋楼2层至少有4家

业主都搭建了类似的彩钢棚， 棚顶与落地

窗之间的距离不到20厘米， 而在落地窗下

沿还有一块凸起可供踩踏。

业主想方设法搭违建

城管委已下达拆除公告

据保利花园4期物业介绍，2楼平台的

使用权虽然已经卖给了2楼的业主， 但2楼

业主不能擅自搭建建筑，改变建筑外貌。因

此，在接到其他业主投诉后，物业方面也多

次向2楼搭建彩钢棚的业主下达过停工通

知， 同时也禁止施工工人和建筑材料进入

小区。但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些

做法都没能阻止违建的修筑。

据称，2楼部分业主曾以“这些人是我

的朋友”的名义，开车将施工工人带入小

区。在物业禁止其建筑材料进场后，部分业

主还从小区围墙外将建筑材料吊进小区，

对此物业相关负责人也表示很无奈。

武侯区簇锦街道办事处城管执法人员

称，曾多次到该小区查处，但都遭遇“闭门

羹”。在业主不开门的情况下，执法人员根

本无法进入室内取证。 城管执法人员告诉

记者，目前该栋202号、203号业主的乱搭乱

建问题已由成都市规划管理局前期立案调

查，并已向违建业主发出《责令限期自行

拆除违法建设公告》和《履行规划行政决

定催告书》。同时还向记者展示了9月16日

由成都市规划管理局下达的催告书副本：

如果业主在规定期限内没有自行拆除违

建，成都市规划管理局将依法强拆。

“违建又不是我一家，

大家拆我就拆”

记者昨日下午在该栋2楼见到的202

号违建业主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这位拒

绝向记者透露姓名的男性业主称， 搭建

棚屋本意是用来防高空坠物的。202号业

主告诉记者：“2楼平台的使用权是我加

钱买了的。 就是担心今后上面丢东西下

来， 我才打算建个棚子。” 在征得同意

后，记者进入了202号室内查看，在202号

和203号搭建的棚屋顶部，确实发现了不

少建筑垃圾。但202号业主也坦承，自己

搭建彩钢棚并未申报， 是看着其他业主

搭，自己才搭的。

当记者问及是否已经收到成都市规

划管理局下达的《履行规划行政决定催

告书》 时，202号业主表示已经收到，但

目前并未打算拆除违建。“违建的又不

是我一家，周围都是。如果大家都拆了，

我就拆。”202号业主这样说。这样的话，

记者在每个违建业主口中几乎都听过，

但法是否真的不责众呢？北京盈科（成

都） 律师事务所的寇翼律师告诉记者，

法律上并没有“法不责众”这样的说法，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私搭乱建的业主都

有可能受到相关法律法规的处理。

成都商报记者 徐剑箫 摄影记者 卢祥龙

即便邻居同意建

违规事实也不变

寇翼律师指出：根据现

行法律法规， 未经规划部

门许可的建筑物、 构筑物

都属于违章建筑， 应予以

限期改正或拆除。 违章搭

建不仅在法律法规中有禁

止性的规定，也是《业主

临时公约》 或 《业主公

约》 规定的禁止行为。对

其违法行为， 物业公司有

权进行劝阻、制止；劝阻、

制止无效的， 应当报告业

主委员会和有关行政管理

部门。 行政部门有权责令

其限期改正。 若因违章建

筑造成相邻权人人身或财

产损失的， 侵权人还需承

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也就是说， 即使左邻右舍

同意， 其违法违规的客观

事实并不会发生改变。

私搭违建棚屋 业主称要拆一起拆

城管委已立案调查并下达拆除公告，期限内未自行拆除，将依法强拆

一位不是“武林高手”的女业主能在20秒内翻墙爬窗、飞檐走

壁，翻进自己的家。昨天，这一幕就发生“保利花园”四期某栋3楼。

能让这位女业主做到这一点的，是楼下2楼的违建棚屋。她告诉记

者，她并不想享受这点违建带来的“便利”，只想把楼下的违建拆

了，而楼下违建业主则称，要拆可以，但要小区违建一起拆。

曝光调查

律师说法

城管执法 业主众生相

图为违法占道经营的蔬菜商贩

16

日

,

傍晚六时许，这一路段交通正常，没有批发蔬菜的出现

16

日

,

保利花园的二楼平台都被业主违章搭建，当地街道办工作人员来业主家调查并告知属于违建

施工方在查看挖破的管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