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该
担责楼上空调外机带电

楼下防护栏仪器检测也有电

吕红梅回忆，小宝去世之后，自己
从医院往家走，发现家门口有民警不让
自己回家，“说有电”。通过介绍，吕红梅
才和民警进入家中。吕红梅说，当时民
警用电笔接触防护栏，自己看见电笔灯
发亮，说明防护栏上有电，电力公司工
作人员用仪器测量有190多伏的电，“把
自家的总闸关了，检测还是有电”。

记者从巴州区供电有限责任公司
城东供电所了解到，当天，3名电力工
作人员赶往吕红梅家，用电笔检测防
护栏确实带电，用仪器测试有196~
204V的电压值，通过检查，防护栏附
近无明显的电线线路通过，只在雨棚
上方，看到一个空调外机，是楼上住户
所有。民警和电力工作人员来到5楼住
户李彩元家，在其屋后空调外机的外
壳上用电笔检测带电，用仪器测试电
压值也是196~204V。工作人员说：“通
过观察，是（空调）外机支架下方和雨
棚或防护栏接触传电，导致楼下防护
栏意外带电。”随后，工作人员将5楼客
厅空调关闭后，检测外机没带电，检测
4楼防护栏也不带电。把空调的开关关
闭，民警再次确认，排除隐患后撤离。

李彩元介绍，出事后，电力工作人员
检测说有电，用电笔检测空调外机壳，灯
确实亮了。9月2日，李彩元联系空调售
后服务的师傅，再次前来维修，修好后
李彩元把空调开关拔掉，不敢用了。

律师说法律师说法：：

如确定触电死亡
空调所有人要担责

北京市君泽君（成都）律师事务
所律师陈小虎介绍，小孩尸检报告出
来后，如确定触电死亡，楼上住户（空
调所有者）是有责任的。空调属楼上住
户私人财产，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使
用过程中出现问题，导致楼下小孩触
电身亡，他应负有责任。陈小虎介绍，
作为受害方，直接找楼上住户是有依
据的，楼上户主认为自己不应担责，那
他可以去找商家和厂家。如小孩自身
有疾病，触电只是死亡诱因，楼上住户
也应承担责任，有可能不是主责。

四川卓安律师事务所律师蒋健
介绍，若尸检报告确定是小孩触电死
亡，应对现场保护，通过电力机构的
认定，确认是楼上空调外机漏电导致
楼下防护栏意外带电。蒋健认为，楼
上住户、商家和售后服务都有责任，
建议死者家属可将三方作为共同被
告。若协商解决不行，可选择诉讼，结
合证据，让法院认定谁负主责。

成都商报记者 张杨 摄影报道

楼上空调外机漏电
楼下6岁小孩触电后身亡

楼上住户、商家和售后服务均表示没有责任

9月2日，巴中市城区一小区一名6岁小孩在阳台收衣服时，触碰防护栏后
触电，妈妈将小孩从防护栏救下，送往医院抢救，因救治无效后死亡。

事后，警方和电力工作人员等到房屋内检查，发现5楼的空调外机带电，
外机固定支架和楼下铁防护栏相接触后，导致楼下防护栏意外带电。经了解，
5楼住户空调2008年购买，今年7月曾两次维修。9月2日事发后再次维修。

5楼住户认为应该是空调质量出现问题，厂家应承担责任。巴中空调销售
方则表示，自己只是销售，与自己无关，售后服务方认为，整个过程中维修人
员没有过失，如果说是空调质量问题，需相关部门（质检）的权威鉴定。目前，
小孩已进行尸检，家长已请律师正式和三方衔接，有可能走法律程序。

谁来负责？
三方表示都没有责任

警方介绍，目前已排除刑事案件。
但谁该为小宝的死亡负责，几方

表示都没有责任。李彩元表示，客厅
志高空调于2008年购买，今年7月因
停机、不制冷，维修过两次，由志高维
修部维修，两次都没发现漏电。客厅
空调漏电，导致楼下小孩出事，李彩
元表示，事实不可否认。但说到责任，
他说：“是机器的问题，责任应在厂
方。自己不知空调有无报废时间和使
用极限，如果有，修理时维修人员应
提醒空调不能用。”

记者找到巴中志高空调的销售
商，负责人杨波介绍，自己只负责销
售空调，空调的保质期有6年，不管是
不是在质保期内，出问题都应找售后
服务。巴中志高空调售后服务负责人
胡敏介绍，9月9日，自己去李彩元家
看过空调，整个过程中维修人员没有
过失，如果说是空调质量问题，需相
关部门（质检）的权威鉴定。

小宝父亲杜君表示，以上三方都
应该有责任，目前律师在和三方衔接
处理，期待协商。

小孩收衣服触电
被救下后送医抢救无效死亡

9月2日，吕红梅和两个儿子在家。
6岁的小儿子小宝（化名）写完拼音后，
跑到厕所门口看吕红梅洗衣服。吕红
梅喊他帮着拖地，随后，10岁的大儿子
小志（化名）做完作业，出来帮弟弟拖
地。吕红梅对小宝说：“那帮我收衣服
嘛”。话说完，小宝走到屋后的阳台去
收衣服。小志说，他通过走廊时，看见
小宝在阳台防护栏上，“一手抓住栏
杆，一只脚在阳台上，头仰起”。小志喊
了两声，小宝没答应，吕红梅听见声
音，从厕所出来喊了两声，小宝仍没答
应。接着，两母子向阳台走去，小志打
算去抱小宝，吕红梅从另外一边想去
抓小宝的脚，“一摸，被麻了一下”。

小志说，“刚爬上窗，感到脚发麻，
就跳下来了。”随后，小志把吕红梅抱
住，说有电，不让她上阳台。吕红梅拿
出手机拨打110，让小志到客厅去报
警，然后吕红梅用晾衣杆刨，小宝还是
未动。最后，吕红梅爬上窗台，将小宝
抱住，从窗台跳到屋内，“从事发到把
小宝抱下来，前后不到两分钟。”

随后，她将小宝送到附近的巴州区
人民医院进行抢救。

据巴州区人民医院抢救记录显示，
9月2日9点26分小宝入院，9点42分由巴
中市中心医院急救医务人员进行抢救，
10点25分，抢救医师宣布小宝死亡，随后
法医介入。

··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1010日日
表示表示，，美方正就美国总统特朗美方正就美国总统特朗
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普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再次举行会晤进行协调再次举行会晤进行协调。。

··桑德斯当天在记者会上说桑德斯当天在记者会上说，，
特朗普总统收到了朝鲜最高特朗普总统收到了朝鲜最高
领导人金正恩的最新信件领导人金正恩的最新信件，，信信
件内容件内容““非常积极和温暖非常积极和温暖”。”。信信
中提出安排举行两位领导人中提出安排举行两位领导人
第二次会晤第二次会晤，，白宫对此持开放白宫对此持开放
态度态度，，正在就此进行协调正在就此进行协调。。

··特朗普特朗普77日说日说，，他将收到金正他将收到金正
恩写给他的个人信件恩写给他的个人信件，，朝方朝方66日日
在朝韩边界转交了这封信在朝韩边界转交了这封信。。近近
来朝美对话陷入停滞来朝美对话陷入停滞。。特朗普特朗普
88月月2424日突然宣布取消美国国日突然宣布取消美国国
务卿蓬佩奥访朝计划务卿蓬佩奥访朝计划。。此后此后，，
美朝双方多次隔空美朝双方多次隔空““喊话喊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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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收到金正恩最新信件

内容“非常积极和温暖”
谋求美朝首脑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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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一个天文学研究团队
试图为冥王星从行星“降级”为
矮行星“翻案”。一份发表于《国
际太阳系研究杂志》8月刊的最
新研究报告说，国际天文学联合
会12年前的决定没有合理理由
支撑，冥王星理应重归“太阳系
九大行星”行列。

“降级没道理”

根据国际天文学联合会
2006年发布的太阳系行星新定
义，冥王星被剔除出行星行列，
降级为矮行星，理由是冥王星体
积太小、无力“清空”轨道周围。

新报告针对定义中“清空轨
道”标准提出异议。美国有线电
视新闻网10日报道，报告第一作
者、行星学家菲利普·梅茨格在
他就职的佛罗里达中部大学网
站发表声明，质疑国际天文学联
合会根据一个“没人在研究中使
用的概念”界定行星。

梅茨格等4人组成的团队研究
两百多年来发表的天文学资料，发
现仅有19世纪早期的一份研究资
料采用“清空轨道”这一标准。

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决定天
文学术语规范，2006年发布的

“行星”界定标准为：不仅要绕着
太阳做轨道运动，必须是球体或
近乎球体，并且能够“清空轨道
邻近区域”，使这一区域内没有
其他天体阻碍其运行。

梅茨格指出，行星界定标准
20世纪50年代有过变化，当时美
籍荷兰裔天文学家柯伊伯提出，
一个天体是否为行星，取决于它
如何形成。梅茨格在此基础上进
一步提出，界定行星的关键标准

应是天体体量是否足够大、以至
其所受重力使它成为球形。

“这一定义不是随便得来。事
实上，它是天体演化进程中一个
重要里程碑，因为当它发生时，将
激发天体内活跃的地质运动。”

名称不重要？

天文学界对国际天文学联
合会给冥王星降级一直存在争
议。美国哈佛—史密森天体物理
学中心2014年就此主题邀请专
家讨论，随后让听众投票表决

“冥王星到底算不算行星？”多数
听众选择“算”。

就职于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的
拉尔斯·克里斯滕森告诉美国有
线电视新闻网，科研人员可以向
这一学术团体的相关工作组提出
动议、要求就更改冥王星地位出
台新决议，但联合会迄今没有收
到任何提案。

美国航天和天文学资讯网
站space.com报道，国际天文学联
合会当年降级冥王星决定的两
名发起人对梅茨格团队的研究
结论不以为然。

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行星学
家迈克·布朗一向乐于为自己主
张辩护，在社交网站“推特”上自
称“冥王星杀手”。他说，对方阵营
为了把冥王星重新“正名”为行
星，“搜罗任何找得到的解释”。

布朗的同事、“降级冥王星”
研究搭档康斯坦丁·巴特金认同
不少科学家的看法，即不要纠缠
于行星命名，而应专注于研究行
星的质量和轨道等可以量化的特
征，“重要的是这些量化特征，而不
是我们怎么称呼它们”。（新华社）

美国白宫发言人桑德斯10日说，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致信美国总统
特朗普，提议举行第二次会晤。双方正
就此作协调。

美朝无核化谈判近期陷入停滞，
但桑德斯在记者会上评价金正恩来信

“温暖、积极”，提及朝方没有在建国70
周年阅兵式展示洲际弹道导弹。这表
露美方乐观态度。

信件首要目的
提议金正恩与特朗普再次会晤

桑德斯说：“这封信的首要目的是
提议金正恩与特朗普再次会晤，期待
为此作安排。对这一倡议，我们持开放
态度并已经在协调过程中。”

她拒绝公开来信全文，称需先得
到金正恩的同意。

特朗普和金正恩今年多次通信，信
件内容为两人6月在新加坡首次会晤前
作铺垫和会晤后对会晤成果作评价。特
朗普上周说，来自金正恩的一封信“正在
路上”，相信含有“积极”内容。

美国政府上月底以美朝就无核

化议题“没有取得足够进展”为由，宣
布推迟国务卿蓬佩奥对朝鲜的访问。

桑德斯说，金正恩的最新来信“非
常温暖、非常积极”，证明美方希望实
现的美朝关系改善已经取得一定进
展，同时体现朝方注重持续对话、实现
朝鲜半岛无核化的意志。

日程待定
“金正恩不会出席联大会议”

被问及特朗普与金正恩再次会晤
是否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桑德
斯说：“一旦有更多详情，我们会让大
家知道。”

路透社报道，本月晚些时候在纽约
市联合国总部开幕的新一届联合国大
会将给朝美领导人会晤提供契机，但朝
鲜方面没有宣布金正恩将与会。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博
尔顿说，他认定金正恩不会出席联
大会议。

华盛顿智库“国家利益中心”防务
研究主管卡齐亚尼斯认为，特朗普寻
求与金正恩再次会晤是“正确决定”。

他相信金正恩期待在特朗普2021年1
月结束四年任期前实现朝鲜半岛无核
化。朝方在建国70周年阅兵式上没有
展示远程弹道导弹，同样说明“有理由
保持乐观”。

点赞善意
朝方借助阅兵释放积极信号

桑德斯10日在记者会上说，朝方
释放三名美国公民、向美方移交朝鲜
战争美军士兵遗骸、连续几个月没有
测试弹道导弹，而且，在建国70周年阅
兵式上没有展示洲际弹道导弹，是“释
放善意”的迹象。

朝鲜9日在平壤阅兵，只展示数
量不多的火炮、装甲车和短程导弹
等。综合法新社、共同社等国际媒
体报道，洲际弹道导弹没有亮相；
另据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朝鲜新闻
网”，阅兵式也没有展示中程弹道
导弹。

同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说，
朝方借助这次阅兵释放“非常重大且
积极”的信号。 （新华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1日就
朝美协调安排第二次领导人会晤表
态时说，中方对朝美双方积极互动感
到高兴，希望并支持朝美双方落实好
两国领导人会晤共识，加强对话协
商，彼此相向而行。

在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朝鲜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在
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亲署函中，提出
希望举行第二次朝美领导人会晤。中
方对此有何评论？

耿爽说，中方注意到有关报道，
也注意到美方表示对举行第二次朝
美领导人会晤持开放态度。他表示，
延续当前朝鲜半岛的对话缓和势头，
推动和谈进程不断取得进展，符合包
括朝美在内的有关各方共同利益，也
是国际社会的普遍期待。 （新华社）

韩国统一部官员11日说，韩
朝双方正加紧筹备在朝鲜开城
工业园区开设共同联络办事处
事宜，争取于14日揭牌。

这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告
诉韩联社记者：“准备工作正在顺
利推进，计划本周晚些时候揭牌。”

韩国总统文在寅定于9月18
日至20日访问朝鲜首都平壤，与
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今
年第三次南北首脑会晤。韩朝近

来商定，让联络办在第三次首脑
会晤前“开门”。

那名统一部官员说，韩朝双
方将分别派遣50人和100人的代
表团出席揭牌仪式。目前双方正
就韩方100人、朝方50人的出席
人员规模作最后阶段协商。

文在寅和金正恩4月27日在
板门店会晤并签署《板门店宣
言》，内容包括在开城设立共同
联络办。 （新华社）

凭什么不算行星？
新研究欲给冥王星“正名”

作为人体第二大内分
泌器官，“甲状腺”素有“人
体发动机”之称。但近年来，
人们“发动机”故障率明显
提高。甲状腺疾病发病率仅
次于糖尿病。甲状腺结节、
甲亢等成为困扰国人的甲状腺
常见问题。
甲状腺良性结节同样需要重视！

甲状腺结节是长在甲状腺
器官上的异常增生的肿块，常无
症状，多通过体检发现。甲状腺
结节有良恶之分，良性结节也有
5%~15%恶变可能。其中女性患
病率高，但男性恶变率更高。甲
状腺恶性肿瘤与其他恶性肿瘤
一样，会向其他器官转移扩散，
影响身心健康。
甲亢，女性患病率远超男性！

据统计，每一百个女性中就
有1～2人患甲亢。甲状腺激素分
泌过多，会出现怕热、多汗、多食
消瘦、手抖、眼突、脖子粗、失眠
等症状，这就是甲亢。甲亢会引

发心脏病、心肌扩大、心率失常
等，严重者出现甲亢危象导致死
亡；女性出现不易怀孕，流产率
高等问题。
本周六，
甲状腺知名医生组团会诊！

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内
分泌科主任医师，国内甲亢、甲
亢性突眼诊疗领域知名医生王
雪，（原）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甲乳
外科主治医师文乐斌和四川省
核医学会专委会委员刘俊驰等
将汇聚一堂开展关于甲亢及碘
131治疗的科普讲座，凡报名参
与活动者可享受30元甲状腺彩
超，甲功三项、五项检查优惠，拨
打 四 川 名 医 健 康 热 线
028-69982575了解详情报名。

小心，甲状腺疾病不止结节！
甲状腺名医本周六开讲啦！

中国外交部：
支持朝美双方对话协商

同步
播报

韩朝联络办拟14日揭牌

吕红梅指着儿子小宝（化名）触电的位置

9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飞往北达科他州法戈的专机上对媒体讲话。他说，将收到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写给他的
个人信件，并认为信件内容将“非常积极”新华社发

缺牙吃饭困难？戴假牙
引发牙龈、牙周发炎而肿
痛？烤瓷牙伤及邻近好牙？
在全国爱牙日来临之际，为
关爱牙问题者，口腔惠民援
助造福蓉城市民，做牙 8.8
元一颗。请拨本报四川名医惠民
专线028-69982575 咨询报名。
哪些市民能参与种植牙援助？

此次援助，针对所有口腔有
问题的市民：牙齿缺失、无牙、缺
损、松动，假牙不舒适、烤瓷牙失
败 等 ，均 可 拨 本 报 电 话
69982575报名参与。
缺牙援助，免费送种植牙

1、缺牙者做牙援助，每颗仅
8.8 元（100 个名额）。2、拔牙 8.8
元每颗（智齿除外），进口树脂补
牙58元一颗。3、惠民援助当日，
免费送两颗种植牙，名额通过抽
奖产生。4、全家人，可报名全额
免费检查牙齿：缺牙、牙松动、残
根牙、无牙、歪牙、虫牙等有任何
牙齿问题，任何年龄的市民，均

可电话预约数字化三维立体口
腔筛查，全额免费。5、戴假牙的
市民，可电话预约免费智能清洗
养护。
做牙，进入种植牙时代

固定假牙要伤邻牙，活动假
牙容易脱落，咀嚼不得劲，种植
牙已成为口腔医疗界缺牙修复
的优选方式。

种植牙植于牙槽骨内，十分
稳固，可缺哪颗种哪颗，外观和
咀嚼性如真牙；使用寿命可达
40年以上；高端植体一次种植、
终生质保，也是它越来越受欢迎
的重要原因之一。

想参与本报惠民援助、8.8
元做牙的市民，均可致电本报惠
民专线028-69982575报名。

通 告
寻缺牙人，8.8元做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