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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月前，三台县的张大爷
（化名）被一辆“无人驾驶”的轿车
撞伤，如今，仍在医院接受治疗。

5月24日，记者获悉，4月16
日，三台县龙树镇，一名司机停
车后未拉手刹，导致车辆在无人
驾驶的情况下，顺着缓坡向下溜
车，先后与路边摊位、行人等发
生相撞，导致 5 人受伤。目前，交
警部门已做出责任认定，司机负
全责。

现场视频显示，一辆黑色轿车
逆向停放在路边一个缓坡。突然，
轿车顺着坡道向下溜车，先是撞到
路边一个摊位，又与行人相撞，然
后撞到路边一辆摩托车、摊位，又
与行人相撞，最后才停了下来。

5 月 24 日，三台公安交警告
诉记者，事情发生在4月16日，他
们接到报警后，民警立即前往现
场进行勘查。

通过现场勘查、证人证言以
及调取监控视频，还原了当天的
经过：事发当时，驾驶人黄某某驾
驶一辆川B7***J小型轿车，从三
台县龙树镇一村方向往三台县龙
树镇白雀场镇方向行驶。行驶至
县道三梓路（三台县龙树场镇鑫

龙街）路段时，黄某某在未拉手刹
的情况下，将川B7***J小型轿车
停放后便下车离开。由于该路段
是个缓坡，黄某某到旁边理发店
理发，几分钟后，车辆便出现了溜
坡现象，在与一名行人相撞后，继
续向前滑行将路边摆放的摊位及
二轮电动车撞倒，又与四名行人
先后相撞。

记者获悉，5 名被撞的行人
中，一人骨折，一名老大爷的头部
受伤，另外三人情况较好，都被及
时送往医院接受了治疗。

三台公安交警表示，由于小
车驾驶员黄某某未按操作规范
停车，违反了相关法律，民警依
法判定事故由黄某某承担全部
责任，所有的经济损失也由黄某
某承担。

交警提示：无论是在平地，还
是在坡道上停车，都要记得拉手
刹，因不拉手刹造成的溜车撞车
事故，轻则撞车撞墙，重则车毁人
亡。养成好的驾驶习惯、文明驾驶
车辆，不仅是对自己、他人负责，
也是对生命安全的尊重。

景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汤小均

5 月 24 日，记者从成都互联
网法庭了解到，成都互联网法庭
线上审理首案将于5月25日在线
审理。原告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诉被告新浪微博数码博主、网
络大V张某某名誉权侵权案将在
线审理。红星新闻将全程直播报
道，届时，网友通过直播观看案件
审理。

记者了解到，被告在某平台
发布涉及小米产品的相关视频、
文章，原告认为被告的行为对原
告造成了负面影响，侵犯了原告
的名誉权，故起诉至法院，要求被
告在其平台账号上道歉并赔偿其
维权损失。

法庭现场，将特别邀请专家、
观察员，包括四川大学法学院教
授王竹，四川师范大学法学院党
委书记、教授唐稷尧，成都理工大
学法学院副教授刘宁。

2021 年 4 月 9 日，成都互联
网法庭正式揭牌。2021 年 5 月 1
日，根据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印
发的《关于成都市、德阳市、眉山
市、资阳市辖区内互联网案件集
中管辖的通知》，成都铁路运输第

一法院内设机构成都互联网法
庭，正式受理成德眉资四市辖区
内应当由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第
一审互联网案件。

此前，原告小米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代理律师通过电子诉讼
平台上传起诉状及相关诉讼材
料，完成立案申请。成铁第一法
院诉讼服务中心收到后，立即启
动立案程序。通过原告的立案申
请后，成铁第一法院出具案件受
理通知书，并通过电子送达方式
将相关诉讼文书送达当事人。成
都互联网法庭首案——原告小
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诉被告某
网络大 V 名誉权侵权案立案即
告完成。

区别于传统法院，互联网法
庭将互联网技术与线上审判深度
融合，当事人少跑腿、数据多跑
路，实现案件的起诉、调解、立案、
应诉、庭审、送达、申请执行等诉
讼环节均在线上完成，方便当事
人足不出户，只要有网络即可完
成诉讼。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颜雪 杜玉全

对此，乐山市住建局诉讼代理
人认为，金水湾一期工程质量的确
属于其监督管理范围，从2002年12
月至2006年6月，该局要求被检查
单位提供有关资料，进入施工现场
进行检查，对发现的施工不规范行
为、管理松懈以及质量瑕疵等问
题，及时当面要求整改。期间，未收
到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工程质量存
在问题的检举投诉等。

同时，该局认为，建设行政主
管部门并非竣工验收的责任主
体，竣工验收是否合格并不是备
案的生效条件，备案行为对公民、
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权利义务不产
生实际影响。乐山市质安站站长

文强表示，如果说没有尽到监管责
任，金水湾那么大面积，那么多栋
别墅，还没听说其他房子出现质量
问题。

曾参与该工程质量监督和竣
工验收备案的乐山市质安站副站
长龙海峰介绍，该栋别墅原来确实
设计的条形基础，但可能施工中发
现这里涉及到堡坎，有很多回填
土，做条形基础容易沉降，后来改
成了人工挖孔桩基础，相当于是对
原设计进行了优化。

龙海峰说，房子建好后再来检
查桩长的难度很大，西勘院也没给
出结论，而徐守荣自己找来的司法
鉴定，只鉴定了桩长，也没下结论

是否到达中风化。
那么桩基是否必须达到持力层

才满足安全规范？龙海峰解释说，桩
基不是必须达到持力层，只要满足
荷载和变形要求就行。西勘院对该
别墅做了沉降观测，认为现在沉降
已经稳定了，确认房子主体是安全
的，建议加固上部承重结构即可。

对于徐守荣反映的质量监督
报告、竣工验收备案材料等存在的
一系列问题，龙海峰表示，该项目
首次报建是向市中区建设局申报
施工许可，市中区质安站派人进行
监督，项目建设末期改由市建设局
进行监管，由市质安站负责监督管
理，并非越位监管和验收。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1134期开
奖结果：456。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1058期开奖结果：基
本号码：03 04 06 08 19 21 27特别号码：28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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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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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134期开奖结果：216，直选：
10896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37522注，每注奖金173
元。（34948117.3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134期开奖结果：21699，一
等奖69注，每注奖金10万元。（367306547.02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1058期全国销售341604964元。开奖
号码：13 15 17 23 34 01+11，一等奖2注，单注奖金
1000万元，追加1注，单注奖金800万元。二等奖53注，单注
奖金313479元，追加29注，单注奖金250783元。三等奖175
注，单注奖金10000元。（584612592.08元滚入下期奖池）

兑彩票

足
彩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21058期：3030333003111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21058期：3030333003111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 6 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058期：
3310330000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21058期：21200213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7月23日)

江畔别墅入住多年后
地基沉降成“吊脚楼”？

房主与开发公司签下回购协议，但开发公司认为评估过高拒履约
乐山市住建局建议房主走法律途径

乐山青衣江畔，一处纯
天然坡地别墅园区依山傍
水，风景宜人，一栋栋双拼、
独栋别墅整齐排列，但其中
一栋双拼别墅却很突兀，四
周堆满落叶枯枝，衰败而没
有生机。

2006年，徐守荣购买了
乐山金水湾别墅群的这栋近
300平方米的别墅，但2015
年却出现了墙体裂缝、地基
沉降等情况；从2016年开
始，别墅沉降迹象进一步恶
化。他担心房子会垮塌，多次
找相关部门反映问题，但一
直未能妥善解决。

据乐山市住建局提供
的资料显示，金水湾别墅
项目建设单位为四川金天
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该公司已经注销。四川天
龙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天龙公司）是上述
公司的关联企业。

在乐山市住建局组织
双方协商的过程中，徐守
荣一开始就拒绝了维修加
固的方案，坚持要求原址
拆除重建、本小区内换房
或者作价回购的三选一方
案，但是因为双方分歧较
大，历时多年，始终无法达
成一致处理意见。

直到 2020 年 9 月，在
乐山市住建局组织调解
下，双方签下了回购协议
书，约定共同委托第三方
机构对该别墅按照市场价
进行评估，天龙公司按照
评估价格进行回购。该局
负责督促双方依法履约，
确保徐守荣按时一次性收
到款项。随后，评估机构作
出评估该别墅（含装修和
园林绿化等）总价约 365
万元。不过，天龙公司认
为，评估价格过高，拒绝履
行现金回购协议。

对此，乐山市住建局
认为，天龙公司和徐守荣
双方自愿达成的回购协议
合法有效，如天龙公司拒
不履行协议约定，建议徐
守荣通过法律途径依法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到底谁该对这‘吊脚
楼’别墅负责？”站在自家
别墅外，徐守荣一脸茫然
地喃喃自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顾爱刚 摄影报道

金水湾别墅群地处乐山城西青衣江畔，与苏稽古镇一江之隔，是一处纯
天然坡地别墅园区。5月20日，记者在该别墅区看到，一栋栋双拼或者独栋别
墅整齐排列，小区环境优美，鸟语花香。但小区中部一栋双拼别墅却显得格格
不入，四周却堆满了落叶和枯枝，一片衰败。徐守荣推开花园的栅栏门说：“这
就是我买的别墅，我的家！”

2006年，当时50岁的徐守荣看中了金水湾别墅的环境，想买一套别墅来
作为自己养老居所。徐守荣凑了68万元，一次性付款买下了这栋双拼别墅的1
号房，建筑面积约275平方米，还带有很大的私家花园，这让他非常满意。2008
年，经历了汶川大地震，这幢建在坡地上的3层楼双拼别墅毫发无损。但让徐
守荣没想到的是，又过了7年，这幢别墅却开始出现问题。

“最开始发现三层楼的墙面出现了一些裂缝，大概几十条，有些地方渗水。”徐
守荣告诉记者，后来裂缝逐渐达到了几百条，最让他担心的是柱头位置也出现了一
些裂痕。隔壁邻居家的2号别墅也出现了一些裂缝，但没有徐守荣家的情况严重。

记者看到，从一楼到三楼，几乎每个房间墙面都有明显的裂缝，而部分柱头
和横梁也有裂缝，一些房间因为严重渗水，散发出阵阵霉味。在房子的周围，则
有几处挖掘勘探的痕迹，泥土还堆在一旁。

据徐守荣介绍，从2016年开始，该栋别墅沉降的迹象进一步恶化，他担心房
子会垮塌，多次找相关部门反映问题，但一直未能妥善解决。见此情况，邻居用别
墅向银行抵押一笔贷款后，便举家搬迁离开了，而他则独自一人踏上了维权路。

别墅到底有没有安全隐患？接
到徐守荣的反映后，乐山市住建局
于2017年初召集勘察、设计、施工、
建设、监理等现场调查，同时委托
中国建筑西南勘察设计研究院（下
称“西勘院”）对涉事别墅安全性及
抗震性能进行鉴定。

2017 年 6 月，西勘院对该别墅
做出如下鉴定结论：房屋建筑布置
与结构布置多处与竣工图不一致；
6/H轴桩沉降导致一、二层周边墙
体开裂；横墙地梁安全性不满足要
求；按丙类抗震设防，门洞上方无
过梁，不能满足构造要求……同
时，西勘院通过打孔钻探进行岩
土工程验证勘察发现，该栋别墅持
力层应选择中风化泥岩层。经房屋
四周选取4个勘探点钻孔发现，持

力层（中风化泥岩层）深度分别为：
12.8米、15.8米、14.5米和13.8米。

不过，该报告中称，由于缺乏
相关施工资料，目前无法核实该
人工挖孔桩是否放置在可靠的持
力层上、人工挖孔桩的桩身质量、
桩底虚土情况等。建议进行沉降
观测以确定地基基础安全性，再
对房屋进行其他处理。此后，西勘
院在做沉降观测后又出具补充说
明，该别墅地基基础安全性评定
为 Bu 级，尚不显著影响整体承
载，可不进行处理；上部承重结构
评定为 Cu 级，安全性不满足要
求，显著影响整体承载，建议加固
上部承重结构。

对于维修加固别墅的方案，徐
守荣并不认可，认为难以真正消除安

全隐患。2019年4月，徐守荣自行委
托四川建明司法鉴定所对该房屋的
地基、基础、人工挖孔桩、桩长、持力
层等进行鉴定。由于设计图和其他
资料不一致，现场随机选取了3个检
查点进行开挖核实，其中3号检查点
由于垮塌未能进行检查。经鉴定发
现，1号、2号检查点桩长分别为9.5
米和9.4米，从上部到桩基底部持力
层的土质均是全风化基岩，并非中
风化泥岩层。其所处位置相距西勘
院勘探点不远，对应的持力层深度
本应在12.8米至15.8米之间。

“这别墅建在回填土上，桩长
的深度还差好几米才到达持力
层。”徐守荣说，桩基没有达到持力
层，相当于一座“吊脚楼”，怪不得
沉降变形开裂。

该别墅是怎样建成并通过竣
工验收的？据徐守荣反映，为了探
寻其中的真相，他最初在2017年就
多次去当地城建档案馆查找房屋
竣工验收的档案资料。

“档案材料简直是漏洞百出！”
徐守荣告诉记者，质量监督报告中
由市中区质安站人员补签字，盖章
却是乐山市质安站；验收备案材料
中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和实际设
计单位、施工单位不一致；原设计
条形基础变为桩基础，缺少验槽报

告；多项抽样项目备案材料为空
白、部门验收盖章栏缺少日期……

2018年7月5日，徐守荣同时提
起两次行政诉讼，认为乐山住建局在
涉事别墅建设过程中未尽到相应的
监督义务，验收备案等环节严重失
职，分别要求法院判决撤销该局作出
的《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和《竣工验收
备案书》，并索赔损失400余万元。

同年 12 月 10 月，峨眉山市人
民法院分别作出裁定，乐山市住建
局作出《工程质量监督报告》和《竣

工验收备案书》的相对人是开发
商，业委会或者过半数的业主可以
提起诉讼，徐守荣是一名业主，不
具有提起本案行政诉讼的主体资
格。两次起诉均被驳回。

“我买的房子出现严重质量问
题，难道自己都不具有起诉的主体资
格？”2019年3月，徐守荣不服一审判
决，向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
诉。该院审理后认为，徐守荣不具有
提起行政诉讼的原告主体资格。两次
上诉亦均被驳回，维持原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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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墅桩基深度未达持力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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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住建部门 结果不具有主体资格被法院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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桩基不是必须到持力层 满足荷载等要求即可

“问题
别墅”

双方签下
回购协议

但开发公司认为
评估过高拒履约

最 新 进 展

男子街边停车理发忘拉手刹
撞伤5人 全责！

成都互联网法庭今日开审第一案：
小米状告微博大V名誉侵权

徐守荣的别墅内多处渗水

金水湾别墅

部分柱头出现裂缝

5 月 24 日，记者从四川高速
公安一分局了解到，因G4217 蓉
昌高速公路汶马段马尔康往汶川

方向狮子坪隧道出现隧道顶部水
泥瓦脱落险情，为确保路面通行
安全，现四川高速公安一分局十
七大队对该路段采取紧急交通管
制措施。

关闭G4217蓉昌高速汶马段
往汶川方向马尔康东收费站、尽
头寨左收费站；隧道内滞留车辆
使用警车从米亚罗收费站带离。
因国道317线阿坝州理县境内道
路受地质灾害影响，前往汶川方
向的国道无法通行，马尔康往汶
川方向的车辆，可从黑水、小金方
向绕行至汶川。目前，抢险措施正
在进一步开展中，高速公安一分
局十七大队将联合阿坝州公安交
警、高速交通执法、高路公司等相
关单位研究下一步通行方案。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肇婷

汶马高速狮子坪隧道
因突发险情紧急管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