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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六七医院公章（编号5101129901071）遗失作废。

声明·公告
遗失公告

成都鼎辉餐饮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开户许可证,开户银行:中国
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新
都支行桂湖西路分理处， 核准
号：J6510048607503账号：440
2035409000010364遗失作废。
●北京精新相能科技有限公司
遗失双流蛟龙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开具的工厂保证金 (淮河路
15座) 收据一份, 收据号:51411
44,金额:80000元,声明作废。

债权债务公告
初文磊 （身 份 证 号 ：

510132198802280036） 已 于
2021年7月2日去世， 请与初文
磊未结清债权债务的单位或个
人于本公告之日起15日内带上
相关债权债务凭证及身份关系
证明材料进行申报和登记确
认， 如超过上述期限未进行申
报和登记确认的， 则视为自动
放弃相关法律权利。

公告及联系人:初惠萍,电话:
18349325906;地址 :成都市新
津区颐和雅郡2期1栋1单元905。
特此公告。 2021年7月28日

公 告
兹有本单位民警魏波, 男,

身份证号码 :510103197108121
91X, 警号:51006211, 现魏波的
人民警察证及相关警用标志登
报宣布作废。

成都市公安局锦江区分局
2021年7月30日

●袁红波、王斌2021.3.28购买中
建锦澜壹号4-2-2-202号房收
据(票号0000158,金额20万元,票
号0000186, 金额2493849元,交
款时间2021.3.28)遗失作废。

●成都宏正源科技有限公司法
定名称章 （编号:51012950561
20）遗失作废。
●成都瑞都佳信房地产经纪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07MA6DETJG7
2）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彭州市天彭镇东旭汽车车身
维修作业店公章编号51018290
01750遗失作废。
●四川省肉欧巴餐饮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5025076
806遗失作废。

●成都武侯艺美医疗美容诊所
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
009404108遗失作废。
●成都市厚墨建筑装饰有限公
司遗失公章 （编号5101120020
978）、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
1120020979）、法人章（姓名：江
博闻， 编号5101120020980）各
一枚，声明作废。
●锦江区马帮寨音乐火锅3枚
发票章 (编号:5101040063537、
5101040063536、51010095002
02）印章销毁证明遗失作废。

●成都德汇鑫典当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000065723， 财务
专用章编号5101000065724,原
法人陈清太法人章编号510100
0065725均遗失作废。
●成都高盛联创科技有限公司
原法人杨洋法人章编号：5101
095819159遗失作废。
●四川建誉兴华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1500
01800, 原法人肖熔志法人章编
号5101150007990,财务章编号
5101150001799遗失作废。

●成都雅乐轩教育
咨询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40040
420）遗失作废。
●锦江区雅士颐保
健按摩店公章 （编
码 ：5101040238112）
遗失作废。
●成都市心随果动
农业有限公司刘世
海法人章 （编码 ：
5101829907250） 遗
失作废。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21083期：001003130333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21083期：001003130333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083期：1011001133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21083期：01220120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9月27日)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1200期开奖结果：258。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21085期开奖结果：

红色球号码：05 06 07 11 14 20 蓝色球号码：02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体
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200期开奖结果：409，直选：6552注，每注奖
金1040元；组选6：26612注，每注奖金173元。（39563529.15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200期开奖结果：40971，一等奖21注，每注
奖金10万元。（411468897.4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兑彩票

足
彩

近日，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审理
了一起盗窃罪案，该案被告人骗取受害
人支付宝支付密码，随后盗取其花呗、借
呗金额6100元，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9个
月，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4000元。

事情回到2020年8月24日，因贷款需
要，秦某某通过陌生QQ好友联系到网贷
人员刘某（男），并约定第二天见面。8月
25日，二人见面后，刘某以操作贷款事宜
为由，向秦某某索要手机，以查看秦某某
支付宝信用情况为由，偷偷套取秦某某
支付宝密码，转走其花呗中的5100元。

2020年8月31日，缺钱的刘某再次找

到秦某某，此时秦某某还蒙在鼓里。刘某
以撤销贷款为由，再次骗得秦某某手机，
转走其支付宝借呗中的1000元。

最终，秦某某收到支付宝花呗账单
才察觉钱财被盗，于是向公安机关报警。

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他人财物，数
额较大，其行为构成盗窃罪。综合被告
人刘某归案后如实供述其犯罪事实，取
得被害人谅解等情况，依法判处被告人
刘某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6个月，并
处罚金4000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盗取他人花呗、借呗6100元 男子被判刑9个月

合同约定“电梯入户”，四川内江的
张女士和周先生在收房时却发现，从地
下车库进入位于1楼的所购房屋需绕过
通道和防火门，而楼上同户型住户出了
电梯便是入户房门。开发商却认为，两
人对“电梯入户”的理解完全是基于自
我认知的主观判断，国家标准目前并未
对“电梯入户”有强制性规定……

7月28日，记者从中国裁判文书网
获悉，一审法院认定开发商建造的房
屋没有达到双方“电梯入户”的约定，
客观上降低了房屋价值及配套功能使
用，构成根本性违约。法院判决解除双
方购房合同，开发商退还张女士和周
先生购房款，并支付违约金等。

购房者
说好的“电梯入户”收房却“傻眼”了

事情得从购房说起，2018年3月，张
女士和周先生购买了内江邦泰雅居置业
有限公司开发的邦泰紫金学府小区的一
套住户及车位，并签订了合同。两人选定
的住房系一栋小高层的一楼1号房。

双方的合同附件中约定，该物业
形态建筑采用“电梯入户”方式，与电
梯相邻楼梯防火门不得加锁，妨碍电
梯遇故障时相应人员进行救援。两人
在买房时拿到的小区宣传资料写的是

“私家电梯直接入户”。
然而，2020年9月，两人收房时却

“傻眼”了。因为，他们所买的房屋不能
实现“电梯入户”，从地下车库进入房
屋需绕过通道和防火门。在两人看来，
这严重影响了房屋的使用功能。更让
两人不解的是，楼上同户型住户却是
出了电梯，便是自家房门。

7月28日，记者来到小区发现，从
地下车库乘坐电梯确实无法直接到达
涉事房屋门口，需先到一楼共用前室，
并穿过通道，绕过防火门，才能到达房
门前。因为，一楼电梯只朝大堂单开，
二楼及以上楼层电梯则是双开，可直
接到到达入户房门前。

开发商：
“电梯入户”是购房者主观判断

因认为开发商违约，张女士和周
先生提起诉讼，以期解除双方买卖合
同，开发商返还购房款、车位款，并索
赔违约金、利息，以及提前还贷而支付
银行的利息、违约金费用等。

但内江邦泰雅居置业有限公司称，
在双方买卖合同的附件“房屋测绘图”
中也能看出，出电梯门即进入到一楼合
用前室，经过前室可达到入户门。同时，
案涉房屋的设计平面图与合同附件“房
屋平面图”一致，均是出电梯门即进入
合用前室的设计。因此，案涉房屋没有
出电梯门即进入案涉住宅的设计。

该公司为此认为，电梯位置与合
同附件中位置一致，并未影响房屋使
用功能，张女士和周先生对于“电梯入

户”的理解完全是基于自我认知的主
观判断，公司认定“电梯入户”的基础
取决于客观事实和法律规定。此外，针
对两人要求公司按照“电梯入户”的房
屋设计标准交付房屋，该公司还称，在

《住宅建设规范》及《住宅设计规范》等
国家标准中，均未对“电梯入户”进行
规范，并无明确规范要求，很多只是一
个“宣传用语”。

为此，该公司认为，双方未对案涉
房屋“电梯入户”的标准有明确的约定，
国家标准目前也未对“电梯入户”的标
准有强制性规定，张女士和周先生主张
退款、支付违约金和利息等无事实和法
律依据。此外，公司按时完成地下车位
建设，车位买卖合同并无违约行为，故
两人主张退还车位款于法无据。

法院：
开发商违约，退款并支付违约金

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
为，开发商在宣传资料中载明“私家电
梯直接入户”，这对张女士、周先生购
买案涉房屋的配套功能使用和价格判
断造成了影响。根据相关司法解释，商
品房的销售广告和宣传资料为要约邀
请，但是出卖人就商品房开发规划范
围内的房屋及相关设施所作的说明和
允诺具体确定，并对商品方买卖合同
的订立以及房屋价格的确定有重大影
响的，应当视为要约。

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
法》第四十一条“对格式条款的理解发
生争议的，应当按照通常理解予以解
释。对格式条款有两种以上解释的，应
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
释。格式条款和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
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的规定，应当作
出对开发商不利的解释。从现已建成房
屋看，只有张女士、周先生购买的一层
是单开电梯，出电梯后需绕行进入消防
门才能入户，而二层及以上均是双开电
梯，可直接入户到门口。因此，开发商的
行为对两人是否决定购买该房屋及对
房屋价格的确定均有重大影响。

法院认为，开发商的行为构成根
本性违约。此外，地下车位是房屋配套
设施，房屋买卖合同解除了，张女士和
周先生购买地下车位的合同目的也就
不能实现。但对于两人诉请的由开发
商承担提前还贷而支付的银行利息、
违约金和延期交房违约责任，法院认
为无事实依据和法律依据，未予支持。

2021年6月，东兴区人民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除解除双方签订的购房合
同及地下车库买卖的补充协议外，还
判决开发商返还张女士、周先生购房
款917822元、购车位款96000元，并按
银行同期贷款利率支付购房款利息。
此外，开发商还需支付两人违约金
9178.22 元。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姚永忠

晋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士郑小凤从清
晨到正午，穿着密不透风的防护服连续工作6个
小时，防护服里面的衣服早就湿透了，但没有人
喊累，也没有人提出过休息，他们深知作为医护
人员，这是他们的职责，也是他们的骄傲。

“我休息了的，好多同事到现在还一直没休息
一下呢，隔离酒店工作人员的核酸采样我去嘛。”
另一名晋阳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年轻护士雷琪在完
成核酸采样点的工作后，稍作休息又申请去了隔
离酒店为工作人员采核酸。

火车南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生王莉斐到交班
时间，摘下面罩，脸庞异常潮红，眼睛里充满了血丝，
声音也沙哑了。她说，为了能尽快完成任务，上班期
大家都会尽量少喝水，“老喝水的话老想上厕所，不
方便的，防护服又比较紧缺，现在时间紧、任务重，没
有喝水的时间，嗓子就有点不舒服有点哑。”

“这种时刻，作为医护人员，再难我们也要
上。就是疫情防控期间哪里有需要了就要去哪
里，这是我们本身应该尽的义务。”王莉斐说。

7月29日，记者从成都地铁运营公司了解
到，在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的基础上，29日起
成都地铁将实行“乘坐地铁凭绿码通行”措施。
市民乘客进站时主动扫场所码，过闸前主动亮
健康码，过安检时智慧测温系统将自动进行体
温检测，乘坐地铁请全程佩戴好口罩。

29日起，成都地铁已在全线网车站出入口
位置陆续设置“四川天府健康通”扫码指引牌，
倡导广大市民乘客在进站乘车时扫场所码，共
同努力抗击疫情。

为保障广大市民乘客的安全出行，即日
起，实行“乘坐地铁凭绿码通行”措施。市民乘
客在进站乘车前，需提前打开“四川天府健康
通”，并在过闸前主动向工作人员出示健康码，
待工作人员检查完健康码后方可过闸通行。

为进一步提高测温及乘客通行效率，自7
月 28 日起，成都地铁在全线网各车站安检处
上线智慧测温系统，该系统可自动对进站乘客
实行非接触式体温检测，若检测到乘客体温异
常，地铁工作人员将会进行复测。

另外，成都地铁通过采取实时监测全网
各站运行列车满载率，动态调整行车间隔，增
加红外测温设备，车站及列车24小时全通风，
全面彻底消毒杀菌等多项举措，做好运营保
障工作。

同时，对于进出站旅客，通过红外测温、
手持测温等方式，密切关注乘客的身体状况，
发现疑似症状人员，将立即隔离，并拨打 120
通知医护人员到站处置。成都地铁全线网车
站通风系统以最高等级全程开启；每日定时
对卫生间、扶手、闸机、垃圾桶等重点区域开
展清洁消毒；对所有上线列车进行每班次通
风、每日消毒。

此外，成都地铁实时采取客流管控举措，
通过多项客运组织措施，控制车站客流拥挤
度，及时疏导乘客分散排队候车，最大限度防
止交叉感染。根据客流情况，按照“满载率控制
法”采取实时监测全网各站运行列车满载率，
合理安排运力。灵活组织备用车加开上线、动
态调整行车间隔等方式强化线网运输组织，实
现运力与客流精准匹配，满足乘客出行需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7 月 29 日，天府国际机场计划航班量由
269架次调减为98架次，截至16时20分，已执
行航班 70 架次，后续每日计划航班量根据疫
情防控形势进行调整。

此次疫情发生后，天府国际机场疫情防控
指挥部连夜召开专题部署会，由成都市卫健委
牵头组成的机场专班第一时间入驻天府国际
机场，指导落实疫情防控各项工作要求，迅速
采取全员多轮核酸检测、外出员工就地隔离、
机场航站楼、工作区和生活区全面消杀、加强
员工健康监测、活动轨迹管理等防控措施，全
力保障旅客安全出行。

目前，中国国航、四川航空、东方航空等8
家在天府国际机场运营的航空公司均发布了
涉及成都航线的机票退改政策，请广大旅客密
切关注最新航班动态和疫情防控形势，及时与
所乘航空公司和地方疾控部门联系，以免耽误
行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36℃高温下

成都面孔成都面孔
最美最美

29日起
进站扫场所码 过闸亮健康码

据成都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首先，
及时做好车辆清洗消毒工作，驾驶员行车途
中需打开驾驶室侧窗，首末站调停期间开窗
通风换气，公交车辆的消杀、通风按照最高标
准执行。

同时，对于进入公交场站（开放式、封闭式
场站）、BRT快速公交站厅的乘客必须扫场所
码、测体温、规范佩戴口罩，符合防疫要求方可
进入，禁止未戴口罩乘客上车。

此外，严防疫情传播蔓延，对于执行机场
转运任务、特殊运输任务的单位，在做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时，还要做好疫情防控源
头管理工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闫宇恒

7月29日，一张通红的笑脸在网络上引起
了多人的关注。画面中的医护工作者正是王莉
斐。记者对话王莉斐时，她说这是7月28日下午5
点半，她刚刚结束一轮2小时采样工作，脱下防
护服的场景。

“跟防护服里相比，感觉好凉快。”王莉斐说，
但身边的同事都吓了一跳，“（他们）说你的脸怎
么红成这个样子了？跟熟透的苹果一样。”同事一
边打趣，一边拍下了这张照片。

照片上，王莉斐虽然满脸通红，眼睛里也有
血丝，头发有点乱，但笑容仍然灿烂和自信。“确
实又累又热，但我感觉很有意义。”

“一穿上防护服就有透不了气的感觉，整个人就
像被茧包裹住一样，汗水一直往外冒。”王莉斐说，气
温确实有点高，有时会有头晕和缺氧的感觉。防护服
下，不能喝水，还要不断与前来检测的居民交流，时
间长了，嗓子都是哑的。

虽然辛苦，但在核酸检测的过程中，也有很多让
王莉斐感到暖心的画面。王莉斐说，居民也是在烈日
下排队做检查，但都很有序，还会对医护人员说“辛
苦了”。周围的商家看到采样人员工作辛苦，还向他
们免费提供了奶茶、冰粉和饮料。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戴佳佳 于遵素 实习生 成佳炽

“弟弟乖，来啊——马上就好了
哟”、“不紧张、放松”、“谢谢您的配
合”……29日，成都的高温天气依
旧在持续，正午时分气温高达36℃
以上，核酸检测点的医护人员穿着
不透气的防护服、隔离衣，戴着厚厚
的乳胶手套，护目镜、口罩紧紧地勒
在脸上，黄豆大的汗珠挂在一张张
可爱的脸庞上，顶着高温战斗在“一
线”。交班时，脱下防护服的一刹那，
医护人员浑身都湿透了，防护手套
里也满是汗水！

■对话医护工作者
“高温下采样数小时，

虽然又累又热，我感觉很有意义”

公交
车辆的消杀、通风
按最高标准执行

天府国际机场

地铁

多轮核酸检测
全面消杀

开发商解除合同
退款付违约金法院/

说好的“电梯入户”却需绕过防火门

“你笑起来很美！”火车南站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医生王莉斐

长时间佩戴防护眼镜工作的医护工作者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勒痕

一位医务工作者脱下防护服一
滴滴汗珠挂在脸上

医护人员可爱的“耶”温暖了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