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泉原水，即从1500米~2000米深的
温泉井中抽出的水。相关人士表示，温泉原
水硫化氢含量高，且才从密封管道输出，各
种气体没有挥发，这对男女私接温泉原水
时直接吸入有毒气体，从而导致中毒。

？温泉原水
何以致命

温泉原水
致命事件

私接酒店温泉原水
两人中毒 一死一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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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上午，绵阳安州区人民医院病房内，伤
者肖女士住院十天来，第一次起床行走，但仍感全
身无力，只能慢慢拖行着步子移动。

“我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了5天，终于捡了一条
命。”肖女士声音很微弱，回忆当天中毒一事，她称
只能记起很少一部分，但她清楚酒店员工尹女士一
直没有放弃她。

肖女士介绍，她是绵州温泉酒店水疗部的员工，
死者李先生系广东商人，两人去年在有缘网相识，今
年3月，李先生到桑枣泡温泉后，觉得温泉很好，能治
疗一些皮肤病，于是决定买几吨温泉原水出去售卖。

“6月22日上午10点左右，同事尹女士去放水，
喊我一起进配水室帮忙看一下，后来我就中毒了，
李先生是怎么中毒的，我确实记不住了。”肖女士
说，醒来后，她发现自己在医院重症监护室，直到5
天后才转到普通病房。肖女士的主治医生介绍，肖
女士为硫化氢中毒，大脑部分脑细胞受损，可能会
影响记忆力。

事发后，死者李先生的家人接到当地派出所的
电话，次日就赶到了桑枣镇。

3日上午，李先生的弟弟告诉成都商报记者，他
在广东做生意，李先生是公司的副总，此次到桑枣
来买温泉原水，他听哥哥说过，由于自己有些忙，并
没有太多过问。“据我了解，他是准备买温泉原水拉
到武汉，再配一些材料，用于一些皮肤病的治疗。”
他说，自己6月22日接到了警方的电话，第二天就赶
到了绵阳。

昨日上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事发地，这是酒
店围墙外一条很窄的排水沟，其中有一根小碗粗的
管道从酒店内排出，现场仍有事发时留下的痕迹。
绵州温泉酒店安全部一名负责人介绍，排水沟距酒
店温泉原水蓄水池有50米左右的距离。“事发当时，
两人同时倒在排水沟里面，路边有几个大桶，其中
一个桶里还有30斤左右的温泉原水。”

昨日下午，四川绵阳生物礁国家地质公园管理
处相关负责人介绍，经他们了解和与派出所沟通，
得知二人均为中毒死亡和重伤。目前，警方已有初
步调查结果。

据该负责人介绍，6月19日，李先生来到桑枣；6
月20日，李先生找到了酒店相关负责人，表达了想
买3吨温泉原水的意愿，绵州温泉酒店方面考虑到
安全问题，没有同意。此后，李先生通过肖女士还找
到另外一家温泉酒店，但仍然没有买到温泉原水。

6月22日上午，肖女士找到了自己的同事尹女
士，希望其能利用工作便利，把温泉水通过一条排洪
管道放出来，他们自己在外面接。尹女士虽然不愿
意，也告知肖女士等温泉原水有毒，很危险，但碍于
两人闺密的情分，遂违规进行了操作。

“酒店温泉原水本来是放进蓄水池的，蓄水池
满后如果不关阀门，原水会流到溢水池，当水量达
到一定程度时，会通过排洪管道流到酒店外的排洪
沟。但这里也有阀门，工作人员只要按规定操作关
掉阀门，温泉原水是不可能流入排洪沟的。这条管
道的主要作用是当雨水将溢水池灌满后进行排洪，
如果不是人为违规放水，温泉原水根本不可能从这
里排出来。”该负责人说。

当天，尹女士放了一段时间原水后，就到肖女
士的接水处看情况，发现李先生和肖女士倒在了排
洪沟里，于是紧急呼救并拨打了110。酒店的一名老
员工在施救时也中毒，只是症状较轻。

当地相关部门接到通报后，立即赶到现场，120
也及时赶到，但李先生抢救无效死亡。在该负责人
提供的一张照片上可以看到，事发当时，120医护人
员在现场进行了抢救。昨日下午，警方向李先生家
属通报了案情。据李先生家属介绍，警方通报的调
查进展与管理处所说一致，李先生和肖女士均系中
毒。同时，警方介绍，死者目前还在进行尸检。

在人们的印象中，温泉水就是含有
矿物质的地下水，李先生和肖女士到底
是如何中毒的呢？

昨日下午，四川绵阳生物礁国家地
质公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罗浮山
温泉原水所含矿物质含量都很高，根据
检测，罗浮山温泉的硫化氢含量为
550.60 mg/L，而法国薇姿温泉的硫化
氢含量才为172.00 mg/L（有医疗价值
的浓度为1.0mg/L，矿水命名浓度为
2.0mg/L）。

“罗浮山温泉原水是从1500米~
2000米深的井中抽出，经过密封的管
道，由供水站分别向各个温泉酒店供
水。”该负责人介绍，此次李先生和肖女
士在外接的温泉原水，是才从密封管道
出来，各种气体还没有挥发。

该负责人称，据他们了解，由于管道
排水的地点较窄，李先生他们所拿的桶
不能直接在水管处接水，因此，李先生就
用盆在出水处接水，然后由肖女士端水
再倒进路边的桶中。而李先生接水时，必
须俯身，直接呼吸到了温泉原水的有毒
气体，肖女士也吸入了这些气体，从而导
致两人中毒。

“这就像是一罐可乐，如果可乐没
有摇动，当打开瓶盖时，可乐的气泡
就不会冒出。而温泉原水中的气体，
才从密封管道出来，加上用盆接上后
的摇晃，有毒气体就直接上升，且大
量冒出，导致人体吸入。”该负责人
说，如果温泉原水冷却了，或者当事
两人戴个口罩可能就不会出现这么严
重的事故。

温泉原水矿物质含量高
且才从密封管道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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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入住两年的精装房，让家住雅居乐花园
小区的郭先生操碎了心！支付了近百万购房
款，房屋却遭遇多处墙面霉变，墙体变成“大花
脸”，揭开墙纸发现墙壁水泥砂浆一触即掉，部
分墙体渗水严重，霉烂，玻璃氧化，甚至还发现
厕所墙体使用空心砖……为此，郭先生多次与
开发商和物业公司进行沟通，维权无果后无奈
向媒体爆料，希望能妥善解决此事。

购入精装房
两年后墙体大面积“花脸”

两年前，郭先生在雅居乐花园小区花91.2
万元购入一套样板房（单价9186元/平方米），

“买房时，看到装修非常精致漂亮，因急需入
住，因此多付了30万直接买了这套精装房。”郭
先生向成都商报记者介绍。

“交房时发现其中一个墙面有渗水，没有
引起重视，入住后发现墙面越来越黄，今年6
月，我决定重新换墙布，揭开墙纸后发现损坏
严重。”郭先生称。记者在采访中注意到，郭先
生家原本是白色的墙纸略微发黄，部分区域呈
现灰色。揭开墙纸的部分，出现一道道霉变的
痕迹，摸上去有些潮湿。

“近百平方米的房子，每个房间都出现这
种问题，住着多糟心。”郭先生说。

“最近我见墙纸越来越黄，就想搞个装修
把墙纸换掉，哪知道墙纸后头是这样的。”郭先
生说，家里住着80多岁的老人，每天住着这样
发霉的房屋，实在闹心。

卫生间混用空心砖
问题墙面成因为何？

成都商报记者在现场看到，卫生间靠近玄
关的墙面被砸开一部分，裸露出带孔砖块。“这
是空心砖，国家规定不能在卫生间使用。”郭先
生说完向低矮处指去，“还有这条止水线，也偏
离了正确位置。”他说，自己是搞工程的，所以
对这些规定比较熟悉。

对此，雅居乐物业管理公司的王先生承认
在卫生间墙体上混用空心砖和实心砖，但对于
这样做是否符合国家标准，他表示不知情。

对于为何墙壁出现“大花脸”，郭先生认为
是房屋存在质量问题，“甚至主体结构都存在问
题”，但开发商不这么认为。“我们经过初步检
查，认为是房屋受潮导致的。”雅居乐公司佘经
理表示。当问及为何同楼层同户型住户中只有
郭先生一家出现墙壁受潮情况，他有些吞吞吐
吐。谈及受潮原因，佘经理称“是因为墙纸的透
气性不够好”，后又称“可能是长期没人住。”而
郭先生表示，买房后自己家人一直住在这里。

开发商承认房屋有瑕疵
双方协商尚未达成一致

7月3日，成都商报记者联系上开发商成都
雅居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该公司安排旗下
雅居乐物业管理服务公司的两名负责人向记
者介绍了情况，承认房屋存在瑕疵。

“房子有瑕疵是很正常的。”雅居乐公司负
责媒体接洽的刘经理称，问题在于双方要达成
处理修复的共识。对于具体处理方案，物业公司
刘经理表示，接到郭先生的投诉后，他们第一时
间赶到了现场。“类似情况我们以前也遇到过，
该我们负责的肯定负责。”沟通中，几位负责人
当天并未给出最终处理意见，表示还在讨论中，
回头再和业主沟通。另据双方介绍，在之前协商
中，雅居乐公司主张做局部整改或赔付两万元，

“哪里有问题就修哪里，刨开墙体待水分蒸发干
净再做恢复。”郭先生则主张全面整改，并认为
两万元赔偿数额太低，“根本不够修复墙体。”

成都商报记者 周茂梅 实习生 祝浩杰
摄影报道

赛事为桥，链接需求供给

本次大赛把命题设计与非命题
设计相结合，把设计大赛成果与项目
建设相结合，促进无形创意向有形产
品的转化。赛事举行期间，主办方召
集设计师到成都各农业基地，深度对
接当地农业生产企业，点对点，手把

手地开展设计指导工作。
同时在农博会期间，召开赛事成

果交流会，邀请数百家成都农业企业
到场参加，许多参会的农业企业家都
带有自己的产品包装盒，和设计师探
讨包装设计、品牌塑造等问题，台上的
嘉宾和青年设计师也对他们的问题耐
心地一一做出解答。一位金堂县的花

生种植大户，由于在设计师下乡活动
中“人太多，没挤进去”，特地把自产的
农产品带到现场，一一向设计师请教；
一些农业机构甚至从杭州、上海等地
慕名而来，借助这一难得的机会，与设
计师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和沟通。

在回答应该如何利用包装打造品
牌时，本次大赛评委会主席，红点奖获
得者夏科说道：“要将农产品品牌形象
彻底转变需要精确抓准消费者，只有全
面地分析该产品的市场现状，做出贴切
的用户画像时，才能着手做包装。包装
并不是花里胡哨，徒有其表，真正好的
包装是能够让消费者一看就知道你在
卖什么，你想传达的品牌概念是什么。
比如你卖猪肉，这个猪肉就是最适合做
川式回锅肉的，那如何能够让用户一想
到回锅肉这个大IP就想起你们品牌，这
才是包装要实现的目标。”

据了解，截至发稿日，本次赛事
第一批次落实签约已达到四家，数据

仍在不停更新中。

动员社会各个领域，
助力设计之都建设

大赛主办方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为给成都农业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在
成都创建设计之都大背景下营造良好
的设计氛围，本次大赛在四川大学、西
南民族大学、成都大学等各大高校开展
设计讲座，号召数千莘莘学子加入本次
赛事，投身农业创意事业，共募集大学
参赛作品数百件。同时发动泡桐树、成
都七中附小等诸多小学数千名学生，开
展“我为家乡献设计”活动，三位小朋友
从近千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获得了

“最佳小设计师奖”，他们作品被做成了
人偶服，在展馆获得了超高人气，三位
小朋友也在现场，用他们稚嫩的语言一
点点描绘自己心中的作品。

携手世界一流，对标国际水准

德国著名设计奖红点奖的中国区
负责人施洁予全程参与本次活动，对
赛事组织、提供了对标红点奖水准的
宝贵意见。施洁予告诉记者：本次获奖
选手的作品充满灵气和潜质，十分期
待他们能够在之后的活动中有更好的
表现，红点奖也将对这批来自成都的
设计师和来自成都的农创设计作品敞
开怀抱。她表示非常高兴能看到天府
源通过“农业+设计”的形式来推动产
业发展，也希望成都本土的设计师能
够为家乡的农产品包装做出更大贡
献。她期待天府源将这样的活动一届
一届办下去，能够推动成都农业产业
发展，最终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让世
界看到天府之国的富饶物产。

搭建平台，精准对接

据悉，通过本次大赛，天府源将
搭建一个链接设计师，尤其是青年设
计师与农业企业的对接平台，制定审
定标准为设计师及农业企业分级入
库，通过大数据分析进行需求画像，
设计方向画像，以精准匹配需求与供
给。尤其注重通过设计师共享机制、
公益加分机制，为农产企业提供设计
扶贫服务，最终促进成都品牌农业的
整体发展。

近百万买套精装房
墙面竟成“大花脸”
揭开墙纸水泥一触即掉

建品牌升级农业，筑平台拥抱未来
——天府源的“一鱼多吃”

创新创造创新创造、、优雅时尚的优雅时尚的
天府文化与农业碰撞将产天府文化与农业碰撞将产
生怎样的火花生怎样的火花??今日正式落今日正式落
下帷幕的天府源下帷幕的天府源··成都首届成都首届
农业创意设计大赛农业创意设计大赛，，围绕农围绕农
产品品牌塑造产品品牌塑造、、产品设计产品设计、、
大众设计氛围培育等方面大众设计氛围培育等方面
精心策划精心策划，，一鱼多吃一鱼多吃，，邀请邀请
红点奖中国区负责人对标红点奖中国区负责人对标
国际水准国际水准；；通过赛事与项目通过赛事与项目
落地的结合尝试探讨成都落地的结合尝试探讨成都
创意农业发展方向和路径创意农业发展方向和路径；；
通过挖掘通过挖掘，，凝聚赛事中涌现凝聚赛事中涌现
的新生设计力量的新生设计力量，，助推成都助推成都
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最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最
终向全社会提交了一份完终向全社会提交了一份完
满的答案满的答案。。

温泉原水有毒，平时大家泡的温
泉，又如何来保证安全？

对此，四川绵阳生物礁国家地质
公园管理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他们有
一个严格的管理程序。罗浮山旅游度
假区内的温泉酒店，温泉原水都是从
供水站输出，当酒店需要原水时，就给
供水站打电话，供水站就打开阀门，通
过密闭的管道将温泉原水输入酒店的
蓄水池。酒店有专门的员工在蓄水池
旁守候，当蓄水池满后，供水站可以关
闭阀门，员工也可以自己关闭蓄水池
的阀门。而且，都是两名员工操作，其
中一人就是负责安全，当出现中毒情
况时，好及时施救。

“其实，基本不可能出现中毒的情
况，因为蓄水池大部分是密闭的，只在
顶端留有两个类似窗户的口子，以便散
发气体，员工接触不到温泉原水，在配
水时，也是通过管道流入温泉池中。”该
负责人表示，酒店有严格的制度，也会
对员工进行安全培训。同时，为了保证
客户所泡温泉的安全性，酒店的配水员
会按照自来水和温泉原水10：1的比例
进行配水，从而稀释温泉原水。

该负责人表示，此次中毒事件的发
生，也暴露出酒店可能存在管理问题，
但目前尚无对温泉原水的监管规范，温
泉原水在一般情况下也不会致人中毒，
更不属于高危危化品，如何合理监管还
需摸索，国家也正在制定相关标准。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摄影报道

6月22日上午，绵阳安州区绵州温泉酒店外的
一条排洪沟内，一男一女倒在里面。后经抢救，男子
死亡女子重伤，原因均系中毒。昨日下午，成都商报
记者从绵阳生物礁国家地质公园管理处获悉，事故
系两人找酒店一名员工私放温泉原水出酒店，然后
在位于酒店外的一处管道接温泉原水，导致中毒。
昨日下午，警方向死者家属通报了调查进展。

温泉原水，即从1500米~2000米深的温泉井中
抽出的水，何以让人中毒？相关人士表示，温泉原水硫
化氢含量高，且才从密封管道输出，各种气体没有挥
发，两人直接吸入有毒气体导致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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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死一伤

广东老板赴绵阳
想买温泉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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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的温泉会用自来水稀释
普通人接触不到温泉原水

事发地点，两人当天就是在这里私接温泉原水中毒

事发酒店

买的精装房，墙面成“大花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