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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高速路挖断村道
修高速路挖断
村道，
，
还建道路引村民
“吐槽
吐槽”
”
：

坡陡弯急车难行
进城要绕20公里

三台县交通局：还建道路存诸多问题，将进行整改
成德南高速已通车多年，但
对于四川三台县潼川镇庆丰村、
断石乡三尖村、古井镇榴花村三
个村的村民来说，这条高速公路
修好后，却给他们的出行带来了
不便。据村民们反映，当初修这条
高速路挖断原村道后，没有在原
址 修 建 高 架 桥 ，而 是“另 址 还
建”——在原址旁平移了几十米，
且下降了几十米的地方修建了高
架桥，然后在桥两端修建引路连
接原来的道路。但如此 “还建”，
却给村民出行带来很多不便。
村民介绍，还建高架桥载重
10吨，但两边引道坡陡弯急，
“路
面很窄，遇到下雨还会出现大量
积水”，行车很不便。
“货车无法通
行，轿车要刮底盘，我们如果要开
车进出三台县城，需要绕行20多
公里。
”一位村民说。
近日，三台县交通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经过和成德南高速公
路公司现场实地查看，还建道路
存在纵坡比不够、没有防护栏等
问题，成德南高速公路公司将进
行整改。

村道被挖断
还建道路平移后造成出行不便
成德南高速公路于2010年开工，
起
于成都绕城高速公路螺蛳坝立交，
经成
都市青白江区、
金堂县，
德阳市中江县，
遂宁市射洪县，
绵阳市三台县、
盐亭县，
南充市西充县，止于广南、巴南高速公
路交汇处——李桥枢纽互通立交。
在三台服务区附近，有一座跨越
高速公路的高架桥，当地群众称，该高
架桥连接着三台县潼川镇、断石乡、古
井镇三个乡镇的三个村。该高架桥是
修建成德南高速公路后，因挖断原有
村道而还建的道路。
“还建道路应该在原来挖断道路
的地方修建高架桥，因为现在的高架
桥，
在原来挖断道路的地方向旁边平移
了几十米，而且下降了20多米，然后在

市疾控中心:防控千万别松懈！
走在商场、超市、农贸市场
里，
你是否发现坚持戴口罩、保
持社交距离的人变得越来越少
了？近日，
成都市疾控中心就发
现了这样的迹象并深感担忧。
该中心传染病防治科工作人员
告诉记者：
“ 秋冬季来临，流感
等呼吸道传染病迎来高发季，
同时相关专家均表示今年秋冬
季出现流感和新冠肺炎叠加可
能性较大，
疫情防控难度增加。
”
中心建议市民，继续落实戴口
罩、保持社交距离、做好个人卫
生等防控措施。
（一）增强体质和免疫力
在生活中保持健康行为，
如睡眠充足、营养充分、锻炼身
体等。
这是增强身体素质、提高
身体抵抗力的重要保证。
此外，
接种肺炎、流感等疫苗可针对
性地提升个体防病能力。
（二）保持手部卫生
勤洗手是预防流感等呼吸道
传染病的重要措施。
提倡勤洗手，
尤其是在咳嗽或打喷嚏后、
就餐
前或接触污染环境后要洗手。
（三）保持环境清洁和通风
保持家庭和工作、生活场
所环境清洁和良好通风状态。
经常打扫居室，每天保证一定

时间的开窗通风。
（四）尽量减少到人群密集
场所活动
在呼吸道传染病高发季
节，
尽量少去人群密集、阴冷潮
湿、
空气不流通的场所，
以减少
可能与患病人群的接触机会。
随
身携带口罩，
在密闭场所、近距
离接触他人时按要求佩戴口罩。
（五）保持良好的呼吸道卫
生习惯
咳嗽或打喷嚏时，
用纸巾、
毛巾等遮住口鼻，咳嗽或打喷
嚏后洗手，
尽量避免触摸眼睛、
鼻或口。
（六）远离野生动物
不接触、猎捕、加工、运输、
宰杀、食用野生动物。
不去侵扰
野生动物栖息地。
（七）发病后及时就医
一旦出现发热、
咳嗽等呼吸
道传染病有关症状，应佩戴口
罩、
采用步行或私家车前往医院
就诊，若必须乘坐交通工具，
应
注意减少接触其他物体表面；
若
发病前有外出旅居史、
异常症状
人群接触史等应及时告知医生，
同时尽可能详细回忆回复医生有
关问询，
以及时获得有效治疗。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拓

6000多元离职补偿金

全是硬币！

还建的高架桥承重 10 吨
桥两端修建引路连接到原来的道路。
这
样一来，就导致现在的道路坡度太陡，
而且弯道呈Z字形，导致驾驶人员的视
线缺失。
”
断石乡三尖村村民谢大爷说。
据谢大爷介绍，
原来的村道修建于
上世纪70年代，
都是当地村民自发共同
出资出力修建。
上世纪九十年代，
为了满
足石油勘探、
开采、
运输等，
石油公司对
该道路进一步修建完善，
大型油罐车也
能通行。
“现在新修的还建道路，
不仅引
路坡陡弯急，
且高架桥载重只有10吨，
而
且路面很窄，
遇到下雨还会出现大量积
水，
货车根本无法通行。
”
谢大爷说。
古井
镇榴花村的侯先生也对这条还建道路
颇有微词，他告诉记者，因为桥梁无法
过大型货车，村民要修建房屋，材料拉
进去比较困难。以前高架桥附近的近
10户村民，大部分已经到外面修了房
子搬走了，现在只剩下两户人。
“我们如果要开车进出三台县城，
需要绕行20多公里。”谢大爷说，
“这给
当地村民带来了极大不便。”

雨后泥块明显
引路没有防护栏、部分道路狭窄
9月9日，谢大爷等村民向记者提
供了一份写给成德南高速公路公司
的“ 关 于 修 建 成 德 南 高 速 公 路 而 新

建的引路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情况
报 告 ”。上 面 写 着 ：贵 司 新 建 的 这 条
连接上跨成德南高速的高架桥两端
的引路存在弯道过急、坡度太陡、路
面 太 窄 的 严 重 问 题 ，导 致 村 民 车 辆
通过引路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 现 在 村 民 开 车 进 城（三 台 县 城）
需绕行20多公里，给三个乡镇的3000
多 村 民 出 行 、农 副 产 品 物 资 的 进 出
带来严重困扰。
记者看到，这份情况报告上，不仅
有大量村民的签字盖章，还有三台县
潼川镇、断石乡、古井镇三个乡镇政府
的盖章，以及庆丰村、三尖村、榴花村
三个村村委会的盖章。近日，记者来到
这条还建公路现场，看到村民自建的
道路早已杂草丛生，还建道路已是水
泥路，跨越高速公路的高架桥两旁设
有限重10吨的标志。不过，高架桥上因
雨后在道路两边形成的泥块非常明
显，桥两端的引路也没有防护栏，部分
道路也比较窄。
谢大爷等村民介绍，今年7月，成
德南高速公路公司组织了部分村级干
部座谈，称已经确认系原施工单位擅
自改变规划设计，未按规划设计要求
施工导致村民反映的问题客观存在。
同时，成德南公司愿意对新建的引路
和桥进行整改。

经协调同意整改
引路确实存在纵坡比不够等问题
9月9日，
成德南高速公路公司养护
部一位姓陈的负责人表示，
高架桥修建
的地方，
是根据规划设计图纸进行的施
工建设，
其余问题问三台交通局。
当天，
三台县交通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
因为成德南高速是重点项目，
当
初建设时他们并未参与，
因此，
对于以前
修建的问题他们并不知情。
最近，
村民反
映问题后，
他们和成德南高速公路公司
进行了协调，也拿到了当初的图纸，高
架桥修建的位置基本一致，
“如果在原
来道路挖断处修建高架桥，
将是一座斜
跨桥。
”
同时，
该负责人介绍，
通过和成德
南高速公路公司的人员一起到现场实地
查看，
发现引路确实存在纵坡比不够（坡
度太陡）、
没有防护栏等问题，
经过协调，
成德南高速公路公司同意进行整改。
9月15日，三台县断石乡相关负责
人也表示，以前修建道路的情况不清
楚，现在群众反映问题后，成德南高速
公路公司愿意进行整改。不过，对于整
改方案，谢大爷等村民认为，对引路和
桥进行整改，无法彻底解决群众的出
行问题，他们希望能在原来挖断的道
路处重新架设一座高架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汤小均 摄影报道

有人叫好，
有人叫好
，
有人嫌吵！
有人嫌吵
！

一个小区篮球场的拆与留
相关部门

在规划部门的许可下，小区建起
“休闲健身场所”篮球场，喜爱这项运动
的人为之叫好，但毗邻篮球场的住户却
为之烦恼，认为噪音扰民。最近，四川资
阳一小区有部分住户因为不堪其扰，希
望拆除小区里的篮球场。
对此，
资阳市房管局回应称，
篮球场
属小区全体业主共有设施，拆除等改建
需小区2/3以上业主同意。
资阳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高新区分局则表示，
如果改为
绿化、
停车位等，
将改变篮球场的使用性
质，
这就需要经过规划部门的许可。

篮球场经规划许可
拆除需2/3以上业主同意

爱好者觉得打球方便

争议 有住户反映太吵扰民
凯旋国际小区是资阳城区的新建
小区，大约两年前，小区二期入住后，28
栋和29栋间有了半个篮球场。
“ 不出小
区就可以打篮球，挺方便。”小区住户刘
先生是一名篮球爱好者，每个周末，他
都会和朋友相约城区的各个球场，玩上
两三个小时。
“小区篮球场比较小，周末
一般去外面和朋友打。但平时下了班，
没事时在小区篮球场玩一玩。
”
9月14日中午，刘先生告诉记者，过
去两年多，小区篮球场每逢周末和暑假
都有不少打球的，平时周一到周五相对
少一些。打球者既有上班族，也有学生，
少则数人，多则一二十人。当天，记者在
该小区走访发现，因下雨和学生们上学
等原因，篮球场直到晚上7时许仍空无
一人。在随机采访的绝大部分业主看
来，小区篮球场方便了业主，并未影响
他们的生活。有业主说：
“家里有孩子爱
打篮球的，平时可以来玩。没人打时，带
着小孩在里面转一转。
”
不过，几天前，有网友在网络上反
映称，该小区的篮球场紧挨居民楼，距

秋冬季来临 新冠与流感叠加可能性大

小区篮球场铁丝围网被破坏，
形成一个
“大洞”
最近的一栋楼直线距离仅2米左右，导
致有人进行篮球运动时，相关楼栋的居
民承受了很大的噪音危害，特别是家里
有老人和婴儿的家庭。为此，网友建议
拆除小区篮球场，改成绿化，或变为噪
音相对小一些的健身场所。
9月14日，记者实地探访时也发现，
篮球场距居民楼较近，直线距离最短处
仅两三米。
28栋、
29栋的多位住户告诉记
者，
有人打球时，
伴随着篮球击打地面的
声音，
还不时传来打球者的吆喝声。
“有时
早上6点过就有人打球，
晚上打到9点过。
”

告示牌有开放时间

物业 有人破网进入打球
小区物业介绍，相邻的26栋也有业
主多次反映，称篮球场打球的噪音影响
其休息，
“希望我们把篮球场拆了。”记
者在现场发现，篮球场边缘安装有铁丝
围网，大门处的“告示牌”上既有开放时

间，
也有“温馨提示”
。
根据该告示牌，篮球场的夏季开放
时间为每天9时至12时，以及14时30分
至20时，冬季开放时间和夏季相比，只
是将晚上关闭时间提前至18时。同时，
物业也提醒业主：进入球场活动切勿大
声喧哗，开放时间外尽量不要在篮球场
打球，更不要在篮球场追逐打闹，影响
居民休息。小区一保安称，开放时间外，
篮球场都是锁住的，但有时，业主们希
望早点进去打球或打得更晚一些，他也
会提前开门或推迟一点关门。
“ 早上打
球的少，
晚上一般不超过9点。”
“篮球场是规划部门许可的
‘休闲健
身场所’
。
”
小区物业相关负责人称，
两年
前，
小区篮球场在投用约1个月后，
物业便
设置了开放时间。
然而，
在非开放时间，
有
人在篮球场关门后破坏铁丝围网，
进入篮
球场打球。
物业另一相关负责人称，
两年
来，
他们至少修复了五六次被破坏的铁丝
围网。
其中，
最近一次修复是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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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业主在网上反映并希望拆
除篮球场后，资阳市城市管理行政
执法支队松涛大队曾前往小区处理
此事。
该大队相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
开发商提供的相关规划审批资料，
凯旋国际小区篮球场是规划部门许
可的
“休闲健身场所”
。
为此，
执法部
门无法要求开发商拆除篮球场。
那么，如有业主希望拆除，又
该怎么办呢？资阳市房管局物管科
相关负责人介绍，根据《物权法》等
法规，小区篮球场属全体业主共有
设施，拆除等改建需经过小区2/3
以上业主同意才行。改建的费用，
可从小区公共收益中提取支付。
“如小区有业委会，可由业委会组
织召开业主大会，征求业主意见。
没有业委会，业主可以向社区等反
应，然后由物业组织征求意见，社
区介入监督。
”
资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
新区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将
篮球场改为绿化、
停车位等设施，
则
改变了使用性质，这需要经过规划
部门许可，
及小区2/3以上业主同意
后，可向规划申请改建。
“如果改变
了使用性质，则可能导致小区的健
身场地面积不够，不符合规范。”多
个部门相关负责人均认为，解决篮
球场噪音扰民的最好办法是严格控
制开放时间，
既方便爱好者打篮球，
也尽量不影响其他住户。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姚永忠
摄影报道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
@红星新闻、
@成都商报

女子：公司涉嫌侮辱 会计：
硬币也可流通
资中女子张某在一家医学
美容公司离职后，通过劳动仲
裁，获得共计6000多元的补偿
金。9月14日，她应约前往劳动
仲裁部门领取补偿金时，公司
方面却用三轮车拖来两桶硬
币。
她称，
对方拉来的都是一角
的硬币，还让她“一角一角地
数”
，因此认为公司这一行为涉
嫌侮辱。
涉事的资中允熹医疗美容
有限责任公司会计俞某接受采
访时，
否认侮辱一说。
她称，
硬币
是公司搞活动剩下的，
并非只是
一角的，
还有一块的，
且硬币也
是可流通的，
“劳动仲裁也没说
必须现金、百元大钞，
公司一分
不少支付了就行了”，
但她承认
给得很不痛快。

离职女子：
让我一角一角地数，是侮辱
张某系资中当地人，今年4
月20日，她入职资中允熹医疗
美容有限责任公司，从事咨询
师助理岗位工作。
几个月后，
因
为公司要求她转岗，
她不接受，
在没有填写《辞职人员工作交
接核查表》的情况下，
离开了公
司。8月13日，公司以她旷工为
由，
通知解除与她的劳动关系。
随后，张某以公司未依法
按时签订劳动合同、未依法缴
纳社保和未支付加班费为由，
申诉至资中县劳动人事争议仲
裁委员会，要求公司支付经济
赔偿金、加班工资和未签订劳
动合同二倍工资的差额。9月2
日，资中县劳动人事争议仲裁
委员会作出仲裁裁决书，裁决
公司在15日内支付张某经济补
偿 1000 元 、加 班 工 资 3074.57
元、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
工资2000元。
9月14日，张某接到资中县
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电话，
对方称公司要给她现金，
让她去
一趟劳动仲裁部门。
“从下午3点
等到4点，
公司的人来了后，
让我
写收条、按手印，
然后去一楼拿
钱。”
张某说，
但下楼后她发现，
现金竟是对方让公司的员工用
三轮车拖来的。
“两个医疗废物
桶装的硬币，
一个装了1/3不到，
一个1/2不到，
全是一角的。
”

“我说到银行去，
让银行柜
员清点。
但他们不同意，
让我自
己数。”张某说，她提出把硬币
拿到劳动仲裁部门去，她看着
对方数，对方也未同意。因此，
双方争吵无果后，她回了家。
“用装医疗废物的桶来装人民
币，
让我一角一角地数，
这就是
一种侮辱。
”

公司会计：
给得不痛快，
她不能胜任工作

9月14日晚，资中允熹医疗
美容有限责任公司会计俞某告
诉记者，她认为公司用硬币支
付张某补偿金等并无不妥之
处。
“硬币也是钱，
也有一块的，
还有纸币，
只不过都是零钱。
劳
动仲裁（后履行）也没说必须现
金、百元大钞。只要裁决了，该
履行支付的，我们一分不少地
支付给她就行了。
”
俞某还说，
张某有怨言，
公
司同样有怨言。而对于张某所
认为的这是一种侮辱，俞某认
为，这不存在。
“ 这是发行的硬
币，
是有效的，
可流通的。”
她还
称，这些硬币是公司此前做活
动时兑换的。
“这事情是劳动仲
裁的，我们肯定就在劳动仲裁
给。
要去银行，
是她自己拿去银
行存，那是她的问题。”俞某证
实，公司的人未同意张某提出
的去银行让柜员清点。
俞某还称，张某在公司上
班期间“一直不能胜任自己的
工作”，调岗也不同意，同意离
职后还要求减免之前在公司进
行眼袋手术的尾款和未缴社保
折现。
“ 公司不同意，她第二天
就去劳动仲裁告了。
”
“我给钱，
确实是给得很不
痛快的，我没有说‘不给一分
钱’，
但是我觉得我以任何方式
给，都没问题吧。”俞某告诉记
者。
对此，
资中县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相关工作人员证实，
经劳动仲裁，
涉事公司向张某支
付补偿金等。
在公司提出现金支
付后，他们通知了张某到场领
取。
但双方写好收条后，
是到人
社部门楼下去交涉的，
他们也不
清楚。
“我们仲裁了，
具体他们怎
么支付，
我们就管不了了。
”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姚永忠

兑彩票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0209期开奖结果：207，直选：
5468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13170注，每注奖金173元。
（25174553.3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0209期开奖结果：
20732，
一等奖36
注，
每注奖金10万元。
（405077547.7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0090期开奖结果：
2517861，
一等
奖1注，
每注奖金500万元；
二等奖15注，
每注奖金20167元；
三等
奖167注，
每注奖金1800元。
（56623931.0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0年11月16日)

福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双色球第2020090期开奖结果：
31 26 23 02 32 21+06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20210期开奖结果：496。(以
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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