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江“菜市口”车祸

内江“菜市口”车祸致1死7伤 周边居民说，如没有违规占道市场，伤亡可能不会如此惨烈

10多年的违规占道市场 希望能根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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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锅添加罂粟壳
卖香料的被判了刑

龙泉驿一火锅店老板刘某
为了提香提味，从香料店老板那
里买了添加有罂粟壳的香料，放
到火锅里对外销售，金额达13.8
万元。最终火锅店老板被判刑1
年8个月，并处罚金28万元。香料
店的夫妇俩也被判了刑。近日，
成都中院二审维持原判。

2013年起，刘某与人合伙经
营了一家火锅店。刘某说，2014
年年底，有人反映该火锅店的火
锅不辣、不麻、不香。为了让火锅
店生意红火，刘某就从五块石农
副产品批发市场内奉某夫妇处
购买了2斤含罂粟壳的火锅香
料。此后还购买了一次。后来，龙
泉驿食药监局对火锅店的火锅
底料进行了两次抽样检查，发现
该火锅底料中检出吗啡、罂粟碱
等成分。经查，刘某生产销售了
添加有罂粟壳的火锅金额达
13.8万元，奉某夫妇销售了近
4000元。法院认为，奉某夫妇在
生产、销售的香料中加入有毒、
有害物质非食品原料，其行为已
构成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
罪，且系共同犯罪。
龙泉法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
列5”第16160期排列3

直选中奖号码：657，全国中奖注
数5129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
5中奖号码：65732，全国中奖注
数17注，单注奖金10万元。●中国
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6069期
开奖结果：前区14 17 19 23 30，
后区02 09，一等奖0注，每注奖金
0元；追加0注。二等奖43注，每注
奖金172894元，追加17注，单注奖
金103736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四 川 联 销“3D”第
2016160期开奖结果：

017，单选1722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
组选6，2649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七乐彩”第2016069期开奖结
果：基本号码：06、07、13、15、22、
01、26，特别号码：19。一等奖2注，
单注奖金2585012元，其中：复式
投注1注，单注奖金7585012元。二
等奖18注，单注奖金20418元。奖
池累计金额0元。下期派奖金额
7000000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
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今日 晴
22℃~32℃ 偏北风1~2级
明日 晴
19℃~34℃ 偏北风1~2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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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良或轻度污染

AQI指数：86-135
温馨提示：空气质量可接受，

但某些污染物可能对极少数异常
敏感人群健康有较弱影响。极少数
异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据
四川省气象台、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女友没见着
舅子先住进“姐夫”家

同居一月多
才知女友舅子是一人

成都商报讯（李婷婷 记者 汤小均）
15日，绵阳市公安局发布通报，网民“莫
球铭唐”、“郁郁澜底松”（韩某）在12389
举报平台、麻辣社区、天涯社区等平台举
报绵阳三台县三名“交警收钱不出票据，
侵吞一辆奥迪车”，并发布了《三台县公
安局局纪委欺骗受害人包庇违法民警》
等帖文，文中举报称，1997年一起车祸
后，有交警侵吞涉案车辆。经四川省公安
厅警务督察总队、绵阳市公安局警务督
察支队的多次深入调查走访、翻阅多年
数据资料发现，三台县公安局交警大队
未对川R11396奥迪车进行扣押，该车并
没有被变卖及挪用，而是被三台县某校
办汽车修理厂进行报废处置。

通报称，1997年3月3日韩某驾驶
川R11396奥迪车从什邡返回南充途
中，与两辆车发生交通事故。三台县交
警大队事故处理民警刘向东、袁斌在
接警后迅速赶赴现场，抢救了伤者和
财产，由于当事三方对事发经过无异
议，根据现场情况，对涉事车辆无检验
鉴定必要，为恢复道路交通，告知涉事
车辆尽快撤离现场。

由于川R11396奥迪车受损严重。事
故处理民警向韩某告知了施救车、保险
定审、维修地点等信息后，韩某自行与施
救单位取得联系，于事发当日下午将川
R11396奥迪车运至原三台县某校办汽
车修理厂。车辆定损后，修理厂就车辆修
理问题多次与肇事车车主南充市高坪区
某某总公司某某厂及韩某联系，车方要
求不处理也不修理。1997年至今，三台县
某校办汽车修理厂厂址多次搬迁，车主
对受损严重的奥迪车置之不理，后三台
县某校办汽车修理厂于2002年移交报废
公司处理，并将处理情况告知了韩某。

“莫球铭唐”、“郁郁澜底松”（韩
某）多次发帖举报内容与事实严重不
符，给公安机关造成了特别恶劣的负
面社会影响，给民警个人名誉造成了
无法挽回的损害。目前，省公安厅已协
调属地公安机关，将对其涉嫌违法的
行为依法查处，并追究其法律责任。

网民举报交警侵吞涉案车辆

省市两级公安部门
联合调查公布真相

家住宜宾市翠屏区上江北的
徐强（化名）最近很烦恼，因为女友
的弟弟即自己的舅子王明（化名）
在其家中居住了一个多月，但交往
了半年多的网恋女友王娟（化名）
还未现身。期间，徐强不但借了两
万多元给舅子王明，还发现其通过
手机以姐姐王娟的名义与自己互
诉衷肠。原来，王娟、王明是同一
人，舅子实际是个骗子。此时徐强
已被骗67000余元。

网络美女相约
小伙坠入爱河

2015年11月底的一天，徐强上
网聊天，在一个QQ群里认识了一
个自称叫“罗洋”的女性。通过几天
聊天，“罗洋”主动向徐强坦承自己
在现实中的真实名字叫王娟。“她说
自己从事平面模特工作，经常辗转
在上海、成都等地。”徐强说，王娟还

给他发来一张生活照。徐强见照片
上的“王娟”面貌姣好，身材也好。徐
强主动提出“谈恋爱”的请求，王娟
也欣然接受。

见面遥遥无期
红包维系感情

相恋不久，徐强主动向王娟发
送52元的微信红包表达爱意。王娟
收钱后，又向徐强诉说她一个人在
外地生活，这个月没发工资，生活费
没有着落，希望徐强借点钱解燃眉
之急。徐强二话不说，向其发了720
元的微信红包。

徐强多次提出见面，王娟也表
示同意。可到了约好的日子，王娟总
会出现种种意外推脱。两人网恋的
半年时间里，王娟不断用钱包掉了、
生病住院等理由“借钱”，徐强先后
数十次向其转款，每次数十、数百，
甚至两三千元。

舅子突然上门
网恋假戏演砸了

上个月初，女友王娟突然通过
微信告诉徐强：弟弟王明在家中与
父母吵架，希望徐强能收留王明住
一段时间。徐强同意了，当天“舅子”
王明就住进了徐强家。没过多久，王
明说准备到开酒吧，多次向“姐夫”
借钱。徐强先后八次借款二万余元
给王明。

但时间一久，徐强心中渐生疑
问。一方面，王娟仍以种种借口推脱
见面和通话；另一方面，徐强发现他
跟女友聊天时，每当王明在场，女友
就很久不回信息，而王明一旦离开，
女友又秒回信息。

后来，徐强趁王明洗澡之机，偷
偷查看其手机，赫然发现自己与女
友的微信聊天记录全在“舅子”的手
机里。徐强责问王明，而王明则声称
是姐姐因为工作繁忙，担心没空回

复徐强的微信，才安排他代回微信。
感觉上当的徐强和亲友，将王明堵
在房中要说法。

警方调查：
女友舅子是一人

翠屏区公安分局振兴大道派
出所接到报警后，迅速展开侦破工
作，通过审查查明：犯罪嫌疑人王
明（男、20岁、宜宾市翠屏区人）长
期无业，独居在翠屏区江北某小
区。警方查明：王明编造各种理由
骗取钱财，先后从受害人徐强处骗
取67000余元。在审讯过程中，民警
讯问王明为何还要搬到徐强家中
居住？王明毫不掩饰地说：“自己一
个人住很无聊，徐强又很好骗，自
己大摇大摆上门也不会有什么问
题。”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明已被公
安机关刑事拘留。

聂毅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6月15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领办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签约
仪式在金堂举行。根据协议，华
西医院将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
源下沉金堂，建立“华西-金堂”
分级协同诊疗医联体，使金堂老
百姓在本地就可享受到华西医
院 的 优 质 服 务 。金 堂 县 委 副 书
记、县长杨晓涛和四川大学华西
临床医学院、华西医院院长李为

民代表双方签约。
根据协议，华西医院将通过派

出专家团队、定期培训医务人员、派
驻医院管理骨干团队等方式，帮助
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提升学科建
设、医院管理、人才培养等方面的能
力和水平。华西医院将帮助金堂县
第一人民医院争创三级乙等综合医
院，并辐射带动区域内各级医疗机
构医疗技术水平整体提升；华西医

院将与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开展网
络联合门诊、桌面联合查房、远程影
像、病理、心电图诊断等，帮助提升
临床诊疗技术水平，并通过协同医
疗服务为需要转诊的患者实现快捷
有序的转接诊服务；华西医院将向
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派驻骨干团
队，定期接收金堂县第一人民医院
医务人员，以专科进修、适宜技术学
习、专项技术培训等方式，帮助提升

金堂与华西医院签约 深化领办合作

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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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与服务水平。金堂县人民政府
将与华西医院共同建立“华西-金
堂”分级诊疗体系，构建“乡镇卫生
院/社区服务中心-县级医院-华西
医院”之间畅通的分级诊疗路径及
双向转诊通道，让更多患者享受优
质、高效、实惠的诊疗服务。

“90%普通疾病患者可以，且能
够在当地得到有效治疗，我们为剩下
10%的疑难杂症、危重特急病人开辟
绿色通道，及时地‘床位对床位’无缝
转诊至华西，不用再排队、挂号、门
诊。”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说，重症病

人在三级医院得到有效治疗后，再通
过双向转诊，回到当地医院继续恢复
治疗，既是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也
为病人节省了医疗费用。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领办金堂县
第一人民医院，是利长远、惠民生的
战略合作。通过深度合作，将推动金
堂打造“名医”、“名科”，构建多学
科、多专业相互支撑的医疗救治体
系，提升县域医疗技术、服务质量、
科研水平以及综合管理能力。

成都商报记者 袁勇 金堂宣传
部供图

网恋
闹剧

民警讯问犯罪嫌疑
人王明为何还要搬到徐
强家中居住？他毫不掩饰
地说：“自己一个人住很
无聊，徐强又很好骗，自
己大摇大摆上门也不会
有什么问题。”

6月13日7时13分，内江市城区桂
湖街与大洲路路口，路边“市场”正在
热闹熙攘时，一辆轿车突然“发飙”，
连撞8人2车，最终致1人死亡、7人受
伤。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但事发
路段长城大厦的物业及业主们还在
持续讨论此事，多位周边居民表示，
桂湖街属长城大厦的消防通道，成了
摊贩违规占道经营的“市场”，已经存
在了10多年。

业主：道路两旁摆满地摊

6月14日晚，内江当地论坛传出一
份《从速从快综合治理长城大厦消防
通道（停车场出入通道）杜绝“6·13一
死七伤事故”再度重演的紧急呼吁
函》。“呼吁函”中称，桂湖街属于长城
大厦的消防通道，也是停车场的出入
口，但被个体小贩、农民菜贩及违规占
道车辆严重挤占。目前，该“呼吁函”已
贴在大厦电梯出入口。“目前已有过半
业主签字同意，待大部分业主同意后，
我们将递交城管、交警等相关部门，要
求彻底整治桂湖街的违规占道市场。”

15日，联合发出“呼吁函”的张某表示。
15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在长城

大厦及桂湖街发现，长近200米的桂
湖街呈半环状，分别连接北街和大洲
路，长城大厦车辆进出只能通过桂湖
街。距离车祸发生两天后，大厦停车
库与北街相连路段仍被不少水果、蔬
菜摊位占据。业主们说，摊贩占道后，
道路两旁均摆满了地摊，只能勉强通
过一辆车。直到每天早上7点过，城管
到场开始“撵摊贩”，现场状况才会有
所好转。

紧挨农贸市场 但摊位已满

成都商报记者在现场发现，桂湖
街中段，一侧是长城大厦停车库出入
口，另一侧则是桂湖街农贸市场。那
么，这些摊贩为何不在农贸市场内摆
摊呢？

记者走访得知，桂湖街上违规占
道的摊贩们，有的是周边偶尔前来卖
菜的菜农，有的是多年占道摆摊的摊
贩。有摊贩说，他们也想过进入农贸市
场，但农贸市场里面摊位已经满了，没
有多余的摊位。

对此，内江九富久商贸公司桂湖
街农贸市场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农贸市场外的桂湖街确实多年存在一
些流动摊贩及菜农占道摆摊的情况，
但农贸市场只负责管理农贸市场内部
的摊贩。“我们市场内确实满了，没有
多余的摊位。”该负责人说。

14日下午，位于朗润路的泉
水小区2期内，在13栋2单元底楼
开超市的赵修元走出店铺，一块
砂浆混凝土墙钻从高空落下击
中其头部，59岁的赵修元昨日凌
晨4点抢救无效去世。

事后发现，墙砖从16层住户
家阳台垮落（小图），记者拾起一
块巴掌大小破碎的墙砖，用秤
称，足足1.5斤。在16层住户家
中，垮落的墙砖在阳台的上沿。
该住户告诉记者，刚搬来小区半
个月，搬来时就发现墙沿上有裂
缝。目前，小区物业已对垮落墙
砖的一片墙体进行紧急整改，并
与死者家属协商后事。记者联系
上了小区物业一位经理，对方
称，该小区竣工已有六七年，垮
落的墙砖确实已过了保修期。此
次垮落的墙砖，裂缝处在阳台墙
沿内侧，没有被及时发现。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摄影
记者 刘海韵

16楼墙砖
垮落
砸死楼下人

内江市市中区城管局市容股相
关工作人员介绍，桂湖街占道摆摊的
摊贩并无城管部门许可的摊位证，属
违规占道经营。该工作人员说，不管
是人行道上还是车行道上违规占道
经营，都归内江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
监察支队市中区大队管理。

内江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监
察支队市中区大队法宣股负责人
证实，桂湖街占道经营的问题确实
存在多年，但这是由于桂湖街农贸
市场的容量不够，而周边有不少菜
农前来卖菜。此前，大洲路与北街
相连的长城大厦正前方人行道上
也有不少摊贩摆摊。通过最近几年
整治，人行道上的违规占道问题得
到了基本解决。“以前，我们也联合

相关部门整治过桂湖街的问题，但
每次都是刚开始效果好。”该负责
人说，2014年7月至今，每天早上7
时许至8时许，工作人员都将长城
大厦停车场至大洲路路段的占道
摊贩赶入农贸市场。但对于停车库
至北街路段的占道摊贩，该负责人
表示，整治人手不够。

在采访该负责人时，内江市市
容环境卫生管理监察支队市中区
大队另有多名工作人员表示，在将
桂湖街占道摊贩赶入农贸市场时，
他们也遇到不小的阻碍，主要是个
别摊贩不配合工作。“有的摊贩，让
他进农贸市场去卖，他却反问，说
卖点菜又怎么了？”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摄影报道

相关部门回应：
整治过多次 农贸市场确实容量不够

15日10时许，桂湖街，仍有不少摊贩占道经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