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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生活

郑先生此前参加了旅行社组织的10

天9夜的澳大利亚十日游，第六、七日，旅

行社将他们安排在了离黄金海岸旅游景

点几十公里外的酒店入住。 郑先生认

为， 这样的安排不能达到旅游设想的

目的，给自己的行程带来了损失，影响

了旅游的心情和品质， 还将旅行社告

上法庭要求赔偿。昨日，锦江区法院对

外公布，这起案件已审结，判决旅行社

赔偿1000元。

酒店距景点81.7公里

去年，郑先生与川内一家旅行社签订

旅游合同， 参加10天9夜的澳大利亚十日

游。合同约定，郑先生有权要求旅行社如

实提供《旅游行程表》和《行程须知》，旅

行社就旅游的具体行程安排、各项服务标

准情况应向旅游者作如实陈述，不得做虚

假、误导性的书面或口头宣传。旅行社未

按合同标准提供交通、住宿、餐饮等相关

服务， 或者未经郑先生同意调整旅游行

程，给其造成损失，责任由旅行社承担；因

旅行社的原因，造成郑先生在某一景点约

定的游览时间被缩短，旅行社应退还该景

点由此发生的相关费用，并赔偿相应违约

金或退还相应比例的游览费用。

后来， 这家旅行社根据合同约定，向

郑先生送达《重要提示》作为合同附件，

《重要提示》 所包含的具体行程单中，除

第六、七日外，其余每日均注明了当日入

住酒店的名称及所在城市。由此，郑先生

误认为第六、七日下榻的戴安娜广场酒店

就在黄金海岸旅游景点的附近。 然而，实

际入住的戴安娜广场酒店位于布里斯班

市，其与黄金海岸市相距81.7公里。

郑先生认为，旅行社更换住宿地点，

增加了自己的乘车时间， 减少了自由游

览黄金海岸景点的时间， 影响了旅游感

受，造成了损失。

旅行社违约 赔1000元

锦江法院审理认为，双方约定旅游

期间第六日及第七日入住酒店为戴安

娜广场酒店，但旅行社并未明确告知酒

店位于布里斯班市。作为一名普通旅游

者，一般不会当然地知晓戴安娜广场酒

店位于布里斯班市，根据旅行社提供的

旅游宣传资料，郑先生有理由相信行程

单上描述的戴安娜广场酒店位于黄金

海岸市。旅行社在对整个旅游行程的描

述中，仅对游览黄金海岸后两晚入住酒

店所在的城市不作说明，违反了双方合

同关于“旅行社应如实向郑先生告知旅

游的具体行程安排，不得做虚假、误导

性的书面或口头宣传”的约定，致使郑

先生不能根据旅游宣传资料的介绍享

受更多游览黄金海岸的时间，应承担相

应责任。

结合本案实际情况及旅行社的过错

程度，法院裁定郑先生的损失为1000元。

马蹄腾空，落蹄时沙石扬起，马鬃迎

风飞扬，高频率的喘息，充满力量感的身

姿，矫健优美的体型，这种飞腾的感觉让

人热血沸腾，直至冲刺终点，这正是赛马

比赛的魅力。今日（4月3日）下午，第二届

成都·迪拜国际杯—温江·迈丹赛马经典

赛（以下简称“温江·迈丹赛马经典赛”）

于成都市温江区金马国际马术体育公园

举行。

来自爱尔兰、阿联酋、英国、巴西等国

的12名国际骑手，驾驭来自爱尔兰、英国、

美国、德国和南非等国的50匹纯血赛马为

国内外观众奉献世界级的速度赛马赛事。

世界级赛马比赛今日拉开战幕

1400米速度赛、1600米距离赛、2418

米让步赛……今日下午，温江金马国际马

术体育公园将举行5场比赛，竞争总计375

万元人民币的奖金，其中单场比赛中第一

名奖金最高达90万元。迪拜赛马世界杯创

建于1996年，赛事具有门槛高、奖金高、不

赌马的特点。“希望通过赛事让成都人民

充分领略赛马的魅力，感受拼搏进取的赛

马精神。”赛事执行长官弗兰克表示。

作为广厦集团成功引入并承办的国

际一流赛马比赛， 广厦集团看好马产业在

中国的发展前景， 目前已经在成都成立盛

强马术运动有限公司筹备该国际赛事。相

关负责人表示， 把迪拜赛马世界杯引进中

国，推广赛马运动，将把作为一项产业来打

造，比如养马、育马、马匹贸易、马饲料、休

闲乘骑等在内的现代马业的产业环节中。

国际骑手赛前信心足

据弗兰克介绍， 成都·迪拜国际杯-

温江·迈丹赛马经典赛是世界上单项奖金

最高和业界具有广泛影响的迪拜赛马世

界杯。

本届参赛骑手可谓是个个都头顶冠

军头衔。 骑手理查德·穆勒在2014年至

2015年赛季与其他44位冠军一起，荣获阿

联酋冠军骑师的称号。他表示，将会全力

以赴， 为星期五的比赛做最后的准备，争

取拿到好的成绩。

作为上一届的冠军获得者， 罗伊斯

顿·弗兰奇对成都温江赞赏有加， 他说：

“我个人也非常喜欢成都这个城市，这里

的人文气息很浓厚，当地的人们也很关注

这项赛事。”同时，他对本届赛事的成绩

也充满信心，“在去年我取得了不错的成

绩， 对于这次比赛我有十足的信心和把

握，我也非常希望今年能够延续我的‘冠

军之位’。”

专人照看马匹 出入境均全面检验检疫

据了解，50匹赛马抵达双流机场后，检

验检疫局工作人员登机对马匹进行了临床

检查，了解运输途中相关情况，查验相关记

录，了解赛马的整体健康状况。同时，工作

人员核对了阿联酋官方动物卫生证书，马

匹品种、数量、启运口岸、启运时间是否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植物检疫许可

证》的要求，并对运输马匹的飞机以及停

机坪和接近马匹的人员、 飞机停放地点进

行了卫生消毒处理。 在完成检验检疫消毒

程序后，海关关员换上消毒服装，登机对50

匹赛马进行快速查验和放行。

“两国都非常重视该项赛事的马匹

检验检疫工作。”弗兰克说，在成都期间，

有三名专业兽医定期为马匹进行体检，主

要防范各类疾病。

早在2013年11月21日，国家质量监督

检验检疫总局与阿联酋农业事务与动物

部在迪拜迈丹皇家赛马场草签了 《中阿

赛马进出口检疫协议》，打开了中外赛马

出入境比赛的通道。 温江区根据检疫要

求，建立了马匹及药品的通关报检、出入

输送等渠道，完成了半径三公里的非疫区

建设， 构筑起完善的赛马检验检疫体系。

■特别提示

今日看电视直播比赛

由于今年比赛没有售票，市民朋友可

以在今日下午，通过成都电视台新闻综合

频道（

CDTV-1

）和北京电视台（

BTV-1

）

观看比赛直播。 成都商报记者 张强

今日下午 温江·迈丹赛马经典赛拉开战幕

12名国际骑手将在5场比赛中竞争375万奖金

兑彩票

●

电脑型中国体 育

彩票全国联销 “排

列

3

和 排 列

5

” 第

15085

期排列

3

直选

中 奖 号 码 ：

416

， 全

国中奖注数

10513

注 ， 单注奖

金

1040

元 ； 排 列

5

中 奖 号 码 ：

41652

，全国中奖注数

46

注 ，单

注奖金

10

万元 。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云贵川联销 “天天

乐 ” （

22

选

5

） 第

2015085

期 开 奖 结

果 ：

15

、

06

、

18

、

14

、

01

。 一 等 奖

1

注，单注奖金

33590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 “

3D

”第

2015085

期开奖

结果：

947

，单选

24114

注，单注奖

金

1000

元，组选

3

，

0

注，单注奖金

320

元 ，组选

6

，

30039

注 ，单注奖

金

160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

国联销“双色球”第

2015037

期开

奖结果：红色球号码：

31

、

05

、

28

、

07

、

18

、

12

，蓝色球号码：

03

。一等

奖

0

注，单注奖金

0

元。二等奖

232

注 ，单注奖金

102953

元 。滚入下

期奖池资金

456745930

元。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

的结果为准）

旅行社违反了双方合同关于 “旅行社应如实向郑先生

告知旅游的具体行程安排，不得做虚假、误导性的书面或口

头宣传”的约定。

住地离景点太远 旅行社赔千元

法院认定旅行社没如实告知游客具体行程安排，违反合同约定

承办此案的法官表示， 为避免纠

纷， 游客在出行前与旅行社签订合同

时，一定不能嫌麻烦，应当全文阅读要

签订的合同内容，或者要求旅行社工作

人员对合同内容进行全文解说，不能忽

略合同的全部附件，这也是合同的重要

组成部分。

旅行社对于旅游合同的内容也需尽

力完善， 应如实向旅游者告知具体的明

确的行程安排， 让旅游者知道住宿、餐

饮、交通、服务等方面的真实情况，包括

酒店明确的地点和名称等， 工作人员对

合同需要特别说明的重要内容更不能怠

于说明。从某个角度说，国人出境旅游到

达陌生的国度，吃、住、行、游能依靠的就

是这一纸合同， 旅行社应力争为旅游者

提供最为诚信可靠的旅游服务。

方圆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入住的戴安娜广场酒店位于布里斯班市， 距黄金海岸

市81.7公里，影响了旅游的心情和品质。

不开心的旅行

游客受的损失

不能根据旅游宣传资料的介绍享受更多游览黄金海岸

的时间，法院裁定损失为1000元。

旅行社的错误

节假日旅游高峰又到来，游客

郑先生的旅游经历能为游客和旅

行社提供一些警示。

昨日省内多地遭遇罕见天气

现象。正值节假日出游高峰，温馨

提醒您踏青游玩要留意气象信息。

今日

尾号

限行

5� 0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或轻度污染

AQI指数：72~102

� �（数据来源：四川省气象台、成

都市环境监测中心站）

成

都

今/多云转阵雨

18℃～27℃ 偏南风1-2级

明/阴天有阵雨

17℃～24℃ 偏南风1-2级

法官

说法

旅行社应完善合同

并履行告知义务

昨天凌晨1点半， 一场持续15分钟的

冰雹雨突袭了蒲江大塘镇，千亩猕猴桃林

受到影响，其中200多亩受损尤为严重。

昨天下午在蒲江大塘镇，随处可见被

冰雹砸破的瓦房顶。 桂花乡2组的村民何

天说，昨天凌晨1点半左右，熟睡中的他就

被屋顶上“咚咚咚”的响声惊醒，几分钟

后，瓦屋顶就被冰雹砸破，屋内的木质吊

顶开始渗雨水。天亮后，他才发现，屋顶被

冰雹砸出了一个脸盆大小的洞。门前两棵

十多米高的马尾松也被大风摧折，倒在地

上，幸而附近没有房屋，没有砸到人。

昨天下午，大塘镇五里村5组的果农

简和林与妻子站在自家7亩红心猕猴桃

林地里欲哭无泪。 这两天正是一年之中

最关键的授粉期。 猕猴桃的扬花期很短，

只开放三四天，果农必须在这段时间为每

一朵花完成人工授粉， 一夜被冰雹打掉、

被风吹掉的花骨朵不计其数。 这7亩猕猴

桃林去年收了近2万斤猕猴桃，收入10多

万元，“今年至少减产三分之二。”

大塘镇政府工作人员曹志文说，这场

雹灾主要影响的是大塘镇近1000亩猕猴桃

林， 其中五里村的200多亩受损最为严重，

还有约2000间房屋受损，100多棵树木被大

风摧折。昨天上午，猕猴桃合作社的农业专

家已经紧急“救场”，指导全镇200多户果

农尽快剪除残枝，并喷洒药物杀菌，保证猕

猴桃的后续生长。“如果这些补救措施做

得到位，减产可以降到40%左右。”

镇政府党政办主任郑乔表示，在受损

的果农中，购买了灾害保险的不到两成。

核心

提示

冰雹夜袭蒲江 200亩猕猴桃重伤

专家称这场冰雹是短时间内发生的异常变化，且影响面积比较小，很难准确预报

4月4日

多条客运班线客流将激增

成都商报讯 （记者 赵素冰）

昨

日，成都市交委发布预警信息，多条

客运班线将在4日出现客流高峰期，

希望市民尽量错峰出行。

根据成都清明期间公路客流特

点， 今年清明小长假公路客运热门

线路仍主要集中在中短途班线，尤

其是近郊公墓集中地区及景区景点

线路客流量将呈井喷式增长。 市交

委提醒旅客注意，成都（旅游集散

中心、茶店子客运中心）至黄龙溪

班线、成都（旅游集散中心）至石象

湖班线、成都（茶店子客运站、城北

客运中心）至都江堰班线、成都（成

都汽车总站）至简阳班线4月4日客

流将会瞬时激增， 并且受交通拥堵

影响， 将造成上述线路客车周转效

率下降， 请广大市民尽量错开4月4

日上午9点~12点的客流高峰出行。

昨日，巴中市南江县遭遇暴雨

侵袭，暴雨雷电造成当地以红叶著

名的光雾山景区内通讯一度中断。

持续降雨了11个小时，通往景区的

省道101线部分路段损毁， 难以通

行，目前当地政府已组织相关部门

对受损道路进行抢险维修，维护完

成后，景区在清明期间仍将接纳游

客到光雾山游玩。据当地气象台专

家介绍， 此次的强降雨比较罕见，

属于气象突发现象。

成都商报记者 周子铭

省气象台专家表示， 由于前天高达

30℃以上，从前天晚上8点开始，成都各

地都不同程度地下了雨， 部分地方还伴

随雷暴等强对流天气。 冰雹也是强对流

天气的一种， 借助现今的多普勒雷达系

统， 对比较典型的冰雹天气可以提前

10~20分钟预报，但对于一些不典型的情

况则很难预报。 昨天凌晨的这场冰雹就

是短时间内发生的异常变化， 且影响面

积比较小， 只在大塘镇及周边的邛崃部

分地方发生，很难准确预报。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摄影报道

罕见暴雨突袭

光雾山道路受损

同步播报

明天寒潮到

昨天市区午后最高气温又超

过了30℃。今天艳阳还会和我们见

面。不过，北方来的冷空气大约已

经过了黄河， 降温正在来的路上，

明天起到7日气温将持续下降，降

幅可能超过10℃。今天白天，盆地

各市多云，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以

多云间晴天气为主。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短时间异常变化、影响面积比较小

很难准确预报

气象

专家

屏山多地遭受冰雹

昨日20时30分左右开始， 受高

空冰雹云持续影响，宜宾市屏山县

中都、新市、龙华、夏溪等五个乡镇

突遇冰雹袭击，受灾面积预计近500

平方公里， 受灾乡镇总人口约8万

人。冰雹灾情发生前，屏山县气象

局及时预测到异常天气，多地炮台

启动人工高炮消雹作业， 效果明

显。由于冰雹在持续发生，灾情有

待进一步统计，屏山县人民医院及

受灾乡镇医疗机构已作好应急医

疗准备，目前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

告。

林平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果农摘除被冰雹打坏的枝叶以挽回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