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 任志江 美编 刘静 校对 诗雯 商报官方微信 cdsb86612222 商报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成都商报 腾讯微博：@成都商报 商报报料热线 028-86612222 商报电子版 www.cdsb.com

要闻04
2016年8月16日
星期二

烧香蜡钱纸祭祖
引燃两棵绿化树

14日晚7时50分左右，绵阳市涪
城区兴盛街一小区门口，因为小区居
民在绿化带旁边烧香蜡钱纸祭祖，但
火还没灭时就离开现场，引燃了路旁
两棵绿化树。后经巡特警、社区巡防队
员、119消防官兵及时灭火，没有造成
大面积燃烧和人员伤亡。

绵阳市巡特警三大队接到报警
后，迅速赶到现场，发现两棵绿化树着
火，立即和赶到现场的社区巡防队员
一起，先将绿化树下半截的火势扑灭。
但是，因树木太高，顶端有火星陆续掉
落，无奈之下，民警拨打了119。随后，
消防官兵赶到现场，立即用高压水枪
对绿化树整体进行再次灭火处理。

据民警介绍，他们在现场，发现有
未燃尽的香蜡钱纸，怀疑是居民在烧
香蜡钱纸祭祖时，没有及时灭火就离
开了现场，引燃了绿化树。目前，原因
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民警提醒，市民祭祖时，一定要在
规定的地方烧香蜡钱纸，同时，由于最
近天气炎热，烧香蜡钱纸后，一定要确
保燃尽后离开现场，避免引燃周边其
他物品或建筑。

贾磊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
5”第16221期 排列3中
奖号码：612，全国中奖注

数6241注，每注奖额1040元；排列5
中奖号码：61235，全国中奖注数45
注，每注奖额10万元。●中国体育彩
票超级大乐透第 16095期开奖结
果：前区08、12、18、19、21 后区 03、
06。一等奖 2 注，每注奖金 9779074
元，追加2注，每注奖金5867444元；
二等奖93注，每注奖金71663元，追
加39注，每注奖金42997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全 国 联 销“3D”第
2016221 期开奖结果：
808，单选 977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3，878注，单注奖金
346 元，组选 6，0 注，单注奖金 173
元。●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七乐彩”第 2016095期开奖结
果：基本号码：18、30、28、13、17、14、
12，特别号码：08。一等奖1注，单注
奖金 4996728 元。二等奖 10 注，单
注奖金 36490 元。奖池累计金额 0
元。（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
证后的结果为准）

今日
尾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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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多云间阴，部分地方有
雷雨或阵雨
23℃~34℃ 偏南风1~3级
明日 多云间阴，有分散性雷
雨或阵雨
24℃~34℃ 偏南风1~3级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至轻度污染
AQI指数：68~120

温馨提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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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交通事故后，司机闵女士受伤被送
往医院治疗，没有在保险合同规定的出险48
小时内报保险。哪知，之后的修车费花了 28
万元，在理赔时遭遇保险公司拒赔。当事人不
服，为此诉至法院。最终，武侯法院驳回了闵
女士的诉讼请求。

报险不及时 保险公司拒赔

2014年11月26日晚，闵女士驾驶自己的
轿车行驶至机场路辅道开往三环路方向时，
车辆撞上桥墩。闵女士当场受伤，被送往医院
就医，第二天出院。11月30日，闵女士才向保
险公司报案，称事故发生时间为11月29日。

事隔一个多月，闵女士于2015年1月5日
到交警部门报案，交警认定闵女士承担此次
交通事故的全部责任。事后，闵女士找修车公
司对车辆进行维修，花费了28万元，却在理赔

时遭遇保险公司拒赔。闵女士随后将保险公
司诉至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承担这28万元的
车辆维修费。

保险公司认为，这次事故发生时间为
2014年11月26日晚，闵女士11月30日才向
保险公司报案，且报案称事故发生在11月29
日，闵女士的迟延报案及虚假陈述导致本案
事故的原因、性质无法查明，根据法律及保险
合同的约定，保险公司不应当承担保险责任。

超48小时报案 法院驳回诉讼请求

法庭查明，闵女士在保险公司处投保了
限额61万余元的车辆损失险，本次事故发生
在保险期限内。双方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发生
保险事故时，被保险人应当在保险事故发生
后及时（48小时内）通知保险人。闵女士在投
保单投保人声明处签字确认。

武侯法院审理认为，闵女士在投保人声
明处的签章，是对保险公司就免责条款已履
行提示及明确说明义务及已经向闵女士交付
保险条款的确认。因此，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
款对闵女士具有法律效力。在本案中，闵女士
作为具有合法驾驶资格的驾驶员，应当知晓
前述义务，其驾驶车辆于2014年11月26日晚
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后被送至医院治疗，11月
27日中午便出院回家，于11月30日才向保险
公司报案，且谎称保险事故发生于 11 月 29
日，直至2015年1月5日才向交警部门报案。
其行为存在严重过错，导致交通事故的性质、
原因无法查明，保险公司无法确定上述事故
是否属于保险责任。法院驳回了闵女士的诉
讼请求。

目前，闵女士已提起上诉。
武侯法 成都商报记者 王英占

抱着婴儿，井坝村五组村民谢艳还是有
些心有余悸。14日深夜11时许，伴随着大风大
雨，一道闪电从屋外弯弯曲曲“跟”到底楼一
间屋内，2米多的“路径”把走过的瓷砖、窗帘
都打破了。而距离当时闪电进屋不到5米的地
方，就是谢艳的3位亲属睡觉的床。

昨日，闪电走过的黑色痕迹还清晰可见，
“闪电打到墙上以后，家里有很明显的焦臭
味，也有一些黑烟冒出。”谢艳猜想，闪电经过
的“路径”就是那一间卧室的电视天线，所幸
没有人员受伤。

据了解，整个井坝村约1300多户、4500多
人，分为八组，此次受灾较严重的集中在五
组、六组居民，村内没有人员伤亡。天府新区
新兴街道井坝村村委会主任黄孝全介绍，8月
14 日晚是井坝村今年首次雷电黄色预警信
号，根据此前收到的天气预报，已启动紧急预
案。“其中，井坝村涉及30多户房屋屋顶有不
同程度的损坏；14日当晚路上10多处倒塌树
木导致道路阻断，目前道路已抢修恢复；1处
农作物损害；14日晚雷电致高压线路损坏，目
前正在抢修中，预计最迟15日晚抢通。”

记者15日从四川省政府常务会
议上了解到，今年入汛以来，四川已
有409.55万人受灾，因灾死亡45人，
因灾失踪 6 人，紧急转移安置 9.1 万
人。目前，四川正值主汛期，防汛减灾
救灾形势依然严峻。

四川省减灾委员会办公室数据
显示，入汛以来，四川已经历12次明
显降雨过程，长江、金沙江、岷江、大
渡河、涪江部分支流，以及青衣江、安
宁河干流已出现超警戒或超保证水
位洪水。截至8月11日统计，已有20
个市（州）、147 个县（市、区）、409.55
万人受灾，因灾死亡45人，因灾失踪
6人，紧急转移安置9.1万人；农作物
受灾面积20万公顷，绝收面积3.5万
公顷；倒塌房屋 0.26 万户 0.62 万间，
严重损坏房屋0.6万户1.36万间。

目前，四川正值主汛期，防汛减
灾救灾形势依然严峻。下一步，四川
将重点防范薄弱环节，加强对江河堤
防、水库水电站、城市防洪排涝、桥涵
隧道等重要设施和场所风险隐患的
再排查，尤其对地质灾害风险隐患点
进行全方位排查，确保不留盲区、不
留死角，发现问题和隐患及时整改，
严防隐患扩大出现重大险情。

同时，四川将做好人员避险安
置，要求各地遇到可能发生山洪、泥
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时，迅速坚决
组织疏散、转移和撤离处于危险区域
的群众，提前做好防灾避灾工作，做
到不留死角、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确
保受威胁人员人身安全。 （新华社）

四川入汛以来
因灾死亡45人
紧急转移安置9.1万人

同同//步步//播播//报报

少女因感情纠纷跳河沟
两名小区保安搭梯施救

昨日早上7时许，一名20岁左右
的年轻女子跳入了位于星辰路智慧康
城小区旁的一条小河沟，后被两名好
心的小区保安以及消防人员联合救上
岸。记者从警方处了解到，该名女子因
与男友发生感情纠纷才跳入水中。目
前，该女子身体并无大碍。

昨日上午 8 时许，记者来到事发
地，落水女子刚刚被救走，现场已恢复
平静。记者看到，女子落水的河沟并不
宽，水流也较平缓，水深大概半米左右，
只是两侧的河堤是近3米的垂直石壁，
如果人落入其中，很难徒手爬上岸。

陈师傅和邱师傅是智慧康城小区
的保安，事发时两人正好当班。陈师傅
介绍，早上7点左右，他与邱师傅隐约
听到一阵呼喊声，仔细一听，声音就在
门卫室后方。两人随即跑出了门卫室，

“当时就看到一个穿着裙子的女娃子
站在紧靠门卫室的河沟里。”

陈师傅介绍，女子大概20岁左右，
问话的时候也不怎么回答。为了把女子
救上来，陈师傅从小区找来一把梯子，
伸入水中，下到水里施救，邱师傅则在
岸上扶住梯子。“一开始她还不愿意上
来，直到消防和派出所的来了，我才硬
用绳子套住她，一起把她拉上来。”陈师
傅介绍，救援持续了半个多小时。

随后，记者从警方处了解到，跳水
女子因与男友发生感情纠纷才做出了
过激举动。目前，该女子身体并无大
碍，已被男友带走。 成都商报记者
杜玉全 实习生 袁世峰

天府新区现6级大风、超50次云对地闪电
房顶吹到邻居家 闪电跟墙走2米

8月14日22时，天府新区气象台发布第
29号雷电黄色预警信号。这是所辖天府新区
新兴街道井坝村今年以来首次接到的雷电
黄色预警，而在井坝村村民王元根印象中，
这也是他经历过的最大一场狂风暴雨。

事后，据井坝村村委会主任黄孝全介
绍，当晚村里有约 30 户村民的屋顶受到不
同程度的损害。其中，王元根的兄弟王元海
家屋顶被掀翻，连带着木制支架吹到 15 米
外的邻居家；更为惊险的是村民谢艳家，闪
电从屋外弯弯曲曲“跑”到屋内，留下2米多
的“路径”不过是眨眼之间，而不到5米外就
是谢艳亲属睡觉的床铺。

这一场雷雨天气来得格外猛烈。据天府
新区气象台统计，天府新区部分地区达到6
级大风，气象局观测到的区内云对地闪电超
过50次。

井坝村六组王元海家的3层小洋房修在
乡村马路旁，与哥哥王元根家不远。王元海常
年在外打工，家里只有父母居住。而下一次王
元海回家就会发现，用了6年时间的彩钢顶棚
不复存焉。始作俑者，就是前日（8月14日）深
夜的一场大风。

48岁的王元根说，他被深夜的风声雨声
吵醒，迷迷糊糊中还听到了巨大的声响。眼睛
没睁开，王元根就知道，是哪一家的顶棚遭
了。“早上起来一看，是兄弟家头的！”王元根

说，在有生之年就没见过这么大的风。兄弟家
带有木制支架的彩钢顶棚被整体掀翻，顶棚
飞过约6米宽的乡村道路，一部分沿着乡村道
路往下，一部分居然被吹到15米开外的隔壁
邻居更高屋顶上去了。

同样被风吹掉屋顶的还有井坝村五组三
代同堂的谢师傅家。他称，14日晚上10时许开
始“打火闪”，整个楼房的彩钢顶棚被大风掀
翻吹走，最远的泡沫材质彩钢顶棚被吹到约
50米的邻居家。

狂风/ 屋顶掀翻吹到15米外邻居家

雷闪/ 闪电跟随电视墙走了2米远

当晚，新兴街道包括柏杨、井坝、孔雀、油
坊、小桥等5个村都发生不同程度的强风、大
雨、雷雨天气，造成部分道路两侧人行树、电
线杆吹倒，部分交通道路受阻；电力设施受损
以及个别房屋受损。新兴街道相关人士透露，
有 3 名村民因为房屋门窗玻璃破碎，导致划
伤。当晚已得到及时医治，处理完已经回家。

昨日上午8时30分，天府新区气象台发
布雨情通报：8月14日20时至15日8时，天府
新区出现雷雨天气过程，部分街道出现6级以
上阵性大风，其中籍田雨量 31.8，新兴雨量
12.0，煎茶、太平、三星和正兴出现6级以上瞬

间大风。气象台同时解除了13日10时30分发
布的第28号高温橙色预警信号，以及14日22
时发布的第29号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昨日下午，天府新区气象台天气预报员
张净雯向成都商报记者透露：“14日晚煎茶、
太平、三星的大风都达到了6级以上的强风，
而正兴更是达到了7级疾风。此外，天府新区
气象局观测到天府新区内超过50次的云对地
闪电。”气象专家表示，雷雨主要是由于副热
带高压减弱，低压槽逼近，加上气温高，气压
降低，湿度有所加大，天气趋于不稳定状态。

成都商报记者 颜雪 实习生 楚俊杰

整体/ 天府新区达6级强风 一夜观测到超过50次闪电

车祸4天后才报险 保险拒赔28万元修车费
车主起诉，法院认定为超时报案并谎称车祸时间驳回了诉讼请求

最近，锦江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标的额巨
大的房产买卖纠纷案。

2014 年 5 月份，王秋与成都瑞达合能房
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达合能）签订商品
房买卖合同及补充协议，用于购买瑞达合能6
套商品房。根据约定，王秋首付一半，余款则
向银行按揭。此后，王秋一共向瑞达合能支付
首付款1600余万元。哪知，后来由于按揭没有
完成，双方发生纠纷，房屋也被瑞达合能卖给
了其他人。

王秋对此认为，瑞达合能属于“一房多
卖”，起诉要求开发商退还已付房款本金及相
应利息，还需承担已付购房款一倍的赔偿责
任等。瑞达合能则提起反诉，称银行按揭没有
完成，责任在于购房者，因此王秋需依此前所
签的补充协议，按总房款20%支付违约金90
余万元及该商品房降价损失130余万元。

焦点一：补充协议关键条款效力如何？
2014年购房时，除主合同外，双方还签订

了一份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明确，若非出卖人
原因，如果买受人未能在合同签订后30日内
获得本协议约定的按揭贷款的，应当在接到
通知后3天内将未付房款差额一次性补足，否
则视为买受人违约。

法庭上，瑞达合能出具了关于催促王秋
一次性支付剩余购房款的函，和关于解除商
品房买卖合同的函。上述两封函件的形成时
间分别为 2014 年 12 月和 2015 年 6 月。据此，
瑞达合能表示，由于王秋无法完成按揭，他们
已依照补充协议解除了购房合同，开发商再
次出售行为并非“一房多卖”。

王秋则质疑，作为格式条款，购房协议加
重了买受人责任，应属无效。瑞达合能无权单
方面解除合同。当初的买卖行为仍继续有效。

焦点二：无法完成按揭是谁的责任？
对于按揭不成的原因，在法庭的质证环

节，双方也各有说法。王秋表示，当初自己支
付1600余万元首付款后，瑞达合能没有依约、
依规向政府主管部门备案。“没有备案，这是
造成按揭办不下来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因为
没有备案，这造成开发商随后能一房多卖。”

瑞达合能则提交了某银行的情况说明。
该说明表示，无法按揭的原因为“因客户条件
不符合我行贷款政策，我行予以拒绝贷款”。

对此，王秋表示，作为普通消费者，自己
包括按揭等均是在开发商指导下进行，“支付
预付款前，为了配合开发商所指定的银行要
求，从2014年6月起，我每月向该银行存款几
十万到一百多万元，现金流达数百万元。”

质证环节之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并择期
继续审理此案。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交了1600万元首付款 按揭却没办下来

8月14日22时，天府新区气象台发
布第29号雷电黄色预警信号。

8月15日上午8时30分，天府新区
气象台发布雨情通报：8月14日20时至
15日8时，天府新区出现雷雨天气过
程，部分街道出现6级以上阵性大风。

气象专家表示，雷雨主要是由于
副热带高压减弱，低压槽逼近，加上气
温高，气压降低，湿度有所加大，天气
趋于不稳定状态。

一位村民家中电视机的天线被闪电击中，贴在墙上的线全部被烧毁 摄影记者 王勤

一村民家被闪电击中，墙上的瓷砖被打坏

一村民家的屋顶被大风吹掉

涉嫌接纳未成年人
南充一网吧被通报

为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营造暑期健
康有序的文化市场环境，文化部组织 15 个
暗访抽查组于8月1日至7日对河北、山西、
辽宁等15个省（区）45个地市92个县（区）文
化市场进行了暗访抽查。文化部 15 日公布
了暗访抽查结果，部分地区上网服务场所接
纳未成年人被通报。

文化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从暗访抽查情
况看，上述地区文化市场经营秩序总体健康
有序，上网服务场所转型升级工作推进有
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是个别上网服务场所接纳未成年人，
部分上网服务场所吸烟较普遍，还有一些上
网服务场所消防通道不畅通，存安全隐患。
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大公路100号的“飞云
网络会所”、江西省抚州市东乡县荆公路的

“雄霸天下网咖”、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登峰
路2号的“未来之窗网络服务中心”、四川省
南充市顺庆区新华饭店对面二楼的无名场
所、湖北省随州市曾都新区西城聚玉街152
号的“蜘蛛侠网吧”等12家上网服务场所涉
嫌接纳未成年人。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中山
大道10-1号的“GG网咖”消防通道锁闭。

二是部分游戏游艺娱乐场所经营违规
机型机种，部分出版物经营单位销售非法图
书和音像制品，大部分艺术品经营单位未备
案及未标明艺术品的作者、年代、尺寸、材
料、保存状况和销售价格等信息。

根据暗访抽查情况，文化部文化市场司
要求各地加强日常巡查和执法监管，特别是
要严查上网服务场所接纳未成年人行为。同
时要求各地根据暗访情况，迅速组织调查核
实。经核查确认的，依法查处。

针对上网服务场所违规接纳未成年人
问题，下一步，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将对问题
突出的地区和上网服务场所复查，对再次出
现违法经营行为的场所依法从严处理。同
时，广大群众如发现上网服务场所接纳未成
年人等违法违规行为，可拨打各地文化市场
24小时举报电话“12318”。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