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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05
这样绕行

因省道205线k7+000
处受损，从甘肃方向进入九
寨沟景区的游客需通过文
县绕行，绵阳方向前往的游
客需要从松潘方向绕行

景区动态

来自九寨沟管理局消
息，此次降雨没有对景区的
设施产生影响，景区秩序井
然，游客可以放心游览

泥石流夜袭九寨沟县
疏散200多名群众；省道205线受损,到景区需绕行

2016年7月27日
星期三

成都97家游泳池水质抽检
金牛区一家游泳池不合格

昨日，记者从市卫计委获悉，全市
卫生计生监督执法机构对全市已开池
的游泳池进行全覆盖监督抽检和全覆
盖监督检查。抽检结果第一期公示信
息包含了6月中旬到7月初，金牛区、
青羊区、成华区、高新区、温江区、大邑
县、金堂县等7个区（市）县共计97家
游泳场所，其中96家合格，1家不合格。

“检测指标涉及泳池水的浑浊度、
PH值、细菌总数、大肠菌群、尿素、池水
游离性余氯、池水温度7项指标。”市卫
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就第一期抽检结
果中，7个区（市）县的97家游泳场所
中，96家水质合格，只有一家不合格。

记者从公示信息看到，不合格的
游泳场所位于金牛区华丰路200号67
栋楼1 号，单位为金牛区成都捷芙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不合格的指标为深
水区、浅水区游离余氯低于国家卫生
标准；菌落总数高于国家卫生标准；浸
脚池余氯低于国家卫生标准。金牛区
卫生计生监督执法大队卫生监督二科
马科长表示，已责令该游泳场所立即
整改，并处以1000元罚款。

成都商报记者 康耕豪

巴中查获“聊聊”网络传销案

昨日，记者从四川省工商局获悉，
在全省打击网络传销的行动中，巴中
查获“聊聊”网络传销案，涉案会员
226人，处罚款45万元。

据介绍，“聊聊”网络电话以组织
发展会员为主要方式，设有直推奖、对
碰奖、报单奖、领导奖等一系列奖金制
度。缴纳1000元、3000元后成为金卡、
钻卡2 个级别代理商后，即可发展下
线代理商成立自己的团队。金卡代理
商介绍他人（代理商）加入后，聊聊会
员管理系统会自动按每单30%给上线
提取直推奖，钻卡代理商则为每单
35%。下线发展到一定程度，代理商才
能获取各种奖励。

杨某注册成为“聊聊”钻卡级别会
员后，发展了曹某、陈某。曹某、陈某在
社交软件（“陌陌”“微信”“QQ”等软
件）发布信息，邀请亲朋、熟人入会。至
案发时止，杨某、曹某直接和间接发展
会员226人，涉案金额411600元。

成都商报记者 李彦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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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至轻度污染
AQI指数：59～120
温馨提示：空气质量可以接

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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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 今日 多云间阴
23℃-32℃ 偏南风1～3级
明日 多云转阵雨 22℃-33℃
偏南风1～3级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
票全国联销“排列 3
和排列5”第16201期
排列 3 直选中奖号

码：374，全国中奖注数5551注，单
注奖金 1040元；排列 5中奖号码：
37462，全国中奖注数 57 注，单注
奖金10万元。●电脑体育彩票“七
星彩”第 16087 期开奖号码：
8388647，一等奖0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
票全国联销“3D”第
2016201 期开奖结
果：320，单选594注，

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单
注奖金346元，组选6，1091注，单
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双色球 "第 2016086期开奖结
果：红色球号码：12、10、32、11、
15、09，蓝色球号码：05。一等奖 6
注，单注奖金 7936358元。二等奖
62 注，单注奖金 355204 元。滚入
下期奖池资金 1098197736元。备
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
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25日16时许，一辆载有35吨保险
粉（连二亚硫酸钠）的货车行驶至广南
高速681公里处，车厢内的保险粉突然
起火，有爆炸的可能。由于“保险粉”属
于化学危险品，起火后不能用水和泡
沫扑灭，广元消防接到报警后，迅速调
集120吨干沙和水泥，对货车车厢进行
浇灌控制火势。消防官兵奋战13个小
时后，成功将险情控制。事故造成广南
高速封路15小时，幸无人员伤亡。

廖涛 唐勇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保险粉自燃
广南高速封路15小时

25日晚，受大雨影响，北川桂溪镇彭
家山一处山体发生大面积崩塌，大量巨石

滚落威胁周边群众及一景区安全，当地政府紧急转移群众
和游客共计54人，截至记者发稿时，暂时没有人员伤亡报
告。

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巨石将景区停车场设施全部砸
坏，大大小小的落石飞溅得到处都是，据了解，最大的一块
石头约有40吨左右。

“我刚躺倒床上，就听到轰隆轰隆的声音，我赶忙起
来，两分钟后石头就打到我房顶上。”村民雷大爷说，当时
一边在垮石头，另一边是悬崖，他抱着孙子躲在家旁边的
巷子里。

灾情发生后，桂溪镇党委政府及村支两委及时赶到现
场组织农户转移至安全地带。目前，崩塌山体受威胁群众
已全部得到妥善安置。 蔡燕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昨日，绵阳市安州区宝林镇一村民背
着发烧的孙子前往医院，但出行的唯一道
路被洪水淹没。正在执勤的交警，冒着危

险涉水背孩子过河，然后用警车送往医院。
当天下午，安州交警大队塔水中队民警巡逻至宝林

镇涌泉村8组时，发现河水上涨较大，把桥全部淹没，桥上
的水位已过了膝盖高度。涌泉村村民要想到镇上，这座桥
是唯一的途径。交警拉起警戒线，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

此时，河对面有个大爷抱着一名小孩，不断大喊。通
过询问交警了解到，大爷是涌泉村人，抱着的是他5岁
大的孙子，高烧一直不退，大爷想把孩子抱到对岸宝林
镇上的卫生院就医。得知情况后，一名交警把小孩背上，
另一名交警和大爷在两边搀扶，就这样一步一步安全把
小朋友送到了对岸。随后，交警马上开车把小孩送到了
卫生院。 谷雨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26 日下午，德阳绵竹清平镇突降大
雨，造成雍家沟发生泥石流，在泥石流

发生地不远处有工人正在修建道路，40余工人被困。在
救援人员的帮助下，被困者成功转移到安全地带。

在雍家沟负责地质灾害监测的监测员孟富奎说，这
几天都在下雨，他们24小时都盯着雍家沟这个隐患点。
15时15分，孟富奎发现泥石流从高处冲下来，他立即向
当地政府报告。监测员初步估计，泥石流有4000方左右。

此时降雨还在继续，在雍家沟不远处40余名正在
大梁子隧道施工的工人受困。此时，被泥石流冲出的河
道中水位还在上升，情况危急。好在救援人员及时赶
到，经过与绵茂路施工单位联系，得知在雍家沟附近一
条正在修建中的桥梁具备应急通行能力，决定让被困
工人分批绕行，通过修建中的桥梁进行了转移。

刘菲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7月16日，22岁的成都女孩张
文（化名）与好友王希（化名）前往眉
山市仁寿县景贤乡滑翔伞基地，准
备体验一次滑翔伞运动。不料，张文
在降落过程中受伤造成胸椎骨折。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这个“滑翔伞
基地”并没有通过工商注册，并多次
被乡政府处理，属于“黑飞”。

女孩体验滑翔伞摔折胸椎

日前，张文在成都市第一人民
医院接受治疗。据张文的医生刘进
介绍，张文胸椎11、12节压缩性骨
折，须进行钢钉固定手术，手术后
还需卧床休养两三个月。

7月16日，张文和好友王希从
成都出发，前往景贤乡滑翔伞基地。
在工作人员让她们签了“责任豁免
书”后，王希先行体验并成功降落。
几分钟后，张文在滑翔伞教练黎欧
的带领下也成功起飞。“降落的时
候，风突然变大，张文的滑翔伞就一
直在平台上方盘旋。”王希说，基地
有两个降落平台，一个就是起飞的
地方，还有一个在山下几百米。“当
时平台上的工作人员用对讲机告诉
黎教练上面的风太大，让他在下面
的平台降落，但他坚持降在上面。”

降落过程中，张文的滑翔伞突
然从空中掉落。“离地面二三十米的
地方开始往下落，落在了一个陡坡
上。”王希回忆，等她跑过去，张文已
经“疼得不能坐起来，一直哭”。

发生事故后，基地员工将张文抬
到平地，“他们说没什么，可能是岔气
了。”王希让他们把张文抬上了车并
立马开往成都市第一人民医院。

滑翔伞基地无运营资质

7月22日，记者来到眉山市仁
寿景贤乡的滑翔伞基地，看到基地

周围正在施工，没有悬挂招牌。基地
入口竖了两个告示牌：一个是“此处
严禁无证照、无保险、无安全措施滑
翔”，落款为“景贤乡安监所”；另一
个是“此处未经省教体局等相关部
门批准，严禁开展一切滑翔活动”，
落款为“景贤乡党委政府宣”。

施工人员田先生告诉记者，基
地已经营业一年多，周末和节假日
来的人比较多。

记者致电基地负责人匡小兵，
他说“基地还在建设，正在进行草
场维护，要等到八九月份才营业”。
对于之前的营业活动，匡小兵称是
试营业。记者询问是否已取得运营
资质，匡小兵回应：“现在正在办手
续，已经过了空管，其他的正在
办。”

据国家体育总局发布的《滑翔
伞运动管理方法》第十条，开办滑
翔伞俱乐部首先须满足“有当地空
管部门审批的飞行空域范围”等五
个条件，之后应向当地航协申请成
立滑翔伞俱乐部，获准后再向当地
民政或工商部门注册登记。

对于之前不具备营业资质的
营业活动，匡小兵说：“之前大部分
都是教练个人联系来体验的。”

当地政府曾多次制止“黑飞”

景贤乡政府党委副书记刘国
强分管乡村旅游建设，他说，2011
年山外青山农家乐成立，一些具有
飞行执照的滑翔爱好者选中了其
附近地区作为试飞地点，最终与农
家乐业主协商后，租赁了一块场地
以修建正式的滑翔训练基地。但是
时至今日，滑翔伞基地的运营资格
还没有批复下来。“乡政府在了解
该基地运营资质尚未取得后，曾经
多次制止，但是我们没有执法权，
只能勒令他们停业整改。”

景贤乡乡长唐菊英表示，当地
制订了监管方案，包括成立监管小
组、告知周围居民其非法性、在现
场竖立警告牌等。

省航协：“黑飞”情况很多

相较其他运动来说，2006年才
开始兴起的滑翔伞运动是一项“年
轻”的运动项目。那这项运动的安
全性到底怎么样呢？四川省航空运
动协会秘书长陈宏表示，滑翔伞运
动的安全性受很多因素影响，包括

风速风向、空域情况、航空器以及
飞行员的操作等，其中风速风向是
具有不确定性的。

同时，陈宏承认目前“黑飞”
的情况很多，“很多人随便找个地
方就在飞，很难发现。现在正在逐
步规范。”

陈宏还介绍，去年6月省航协
已不再具有审批权，目前滑翔伞基
地只需拿到空域批复、再到工商局
申请营业执照，不再需要到省航协
接受前置审批。
实习记者 尹沁彤 实习生 李佳庆

25日晚，阿坝州九寨沟县因雨
引发特大泥石流，8户农房被毁，省
道 205 线受损 1 公里以上，19 名前
往双河乡避暑的游客被困。灾害发
生后，当地启动应急预案，疏散190
余名受灾群众，并将19名被困游客
转移到安全地带。

灾害发生地距离九寨沟景区
50 多公里，记者了解到，九寨沟未
受影响，但因省道205线中断，甘肃
方向和绵阳方向进出九寨沟游客需
要绕行，中断的省道 205 线抢通时
间暂时无法估计。

泥石流夜袭
“好在跑得及时”

25日晚，九寨沟县境内普降中
到大雨，局部地方暴雨。26日凌晨1
时许，九寨沟县双河乡下甘座村甘沟
组发生泥石流，滚落泥石直逼河岸。

所幸村民及时撤离。“泥石流冲

下来就是几分钟的事情，天还未亮，
好在跑得及时。”一名村民说。

26上午，洪水逐渐退去，依山而
居的连片村庄不见了，满地都是从山
上冲下来的大小石块、泥浆和沙土。

从当地村民提供的照片来看，一
些原有二三层的民房仅剩最高一层，
残存的房屋摇摇欲坠，另有一些房屋
已经不见踪影，一辆轿车漂浮在河道
中，随着洪水沉浮。几辆货车和一辆
客车被困，车身一半已经被淹没。

省道205受损
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来自九寨沟县官方消息，双河
乡的这场特大泥石流，造成省道
205 线 k7+000 处受损 1 公里以上。
冲毁下甘座村民房8家，乡村道路、
桥涵、水利设施、基础设施、农作物、
经济作物等受损严重。

灾情发生后，九寨沟县委、县政

府高度重视，启动应急预案，成立
“7·26”抗洪抢险指挥部，组织各部
门迅速赶赴受灾乡镇。

26日凌晨，救援人员陆续赶到
下甘座村甘沟组展开救援。数十名
消防、武警官兵展开地表搜救，一些
大型机械迅速清理巨石块。

此外，来自重庆的牟小松等19
名在双河乡避暑的游客及7名外来
务工人员在甘沟村受阻。被困人员
电话求助，当地立即组织救援。25
日 11 时许，经全力抢修，通向甘沟
村的简易便道已修通。

截至记者发稿时，当地已组织
多台大型机具投入抢险救灾工作，
疏散双河乡群众 200 余人，暂无人
员伤亡报告。

九寨沟景区未受影响
出入需绕行

事发地距离九寨沟景区大约

50多公里路程。
来自九寨沟管理局消息，此次

降雨没有对景区的设施产生影响，
景区秩序井然，游客可以放心游览，

“暑期，九寨沟每天游客依旧在2万
名左右。”九寨沟景区营销处负责人
杨富英介绍，

来自九寨沟管理局的数据，7
月 25 日 ，九 寨 沟 景 区 接 待 游 客
23459人。7月26日，景区接待游客
23485 人。来自九黄机场数据，7 月
25 日九寨黄龙机场实际飞行 40 架
次，旅客吞吐量4847人次。

不过，省道 205 线双河乡段因
为泥石流中断，从甘肃方向进入九
寨沟景区的游客需要通过文县绕
行，绵阳方向前往的游客需要从松
潘方向绕行。

目前，九寨沟县当地对省道
205 线甘沟段进行紧急抢通，暂时
无法预计抢通时间。

成都商报记者 王明平

雨季播报

德阳桥梁被淹 交警背孩子过河 在建桥梁疏散受困工人 北川 山体崩塌 54人成功转移

滑翔伞基地“黑飞”成都女孩胸椎骨折

基地如有过错
不因豁免书免于担责

张文签订的“责任豁免书”是否
具有法律效力？“豁免书”第一条“本
人愿意完全承担所有的意外责任”以
及第四条“本人放弃对下列各方的任
何责任提起诉讼或要求赔偿之权力
（包括活动组织方、飞行活动场地及
场地器材和车辆接送之所有人）”，这
些条款是否能让基地方免于担责？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陶洁说，
如果豁免书排除了消费者的权利，那
可能就是无效的。如果由于基地的过
错造成受伤，基地就要承担责任，不会
因为豁免书而免于担责。伤者可以发
起诉讼，最终的责任划分由法院判定。

8万元治疗费谁承担

张文母亲告诉记者，张文的治疗
费用达8万元，“家里负担不起”。

张文和家人事发第二天联系基
地，基地让他们找保险公司，“他们说
我们签了责任豁免书，他们不承担责
任。”张文母亲说，手术前一天，黎欧以
个人名义在医院留了2万元赔偿金。

对于此次事故的责任划分，匡小
兵表示应由带飞教练黎欧个人承担，

“他挣了别个两百块钱肯定要承担”。
随后记者联系上黎欧，他承认，带飞
体验者每次会得到两百元的劳务费，
但他表示“自己只是个打工的，活动
由基地组织。”因此责任应由基地、保
险公司和他个人三方承担。

谁来担责

律师说法

泥石流发生后，九寨沟县组织救援人员抢修道路

当地政府曾多次制止“黑飞”，
并专门在滑翔伞基地入口处悬挂着两面巨大的警示牌

消防官兵将被困老人背到安全地带

零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