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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呼吸
3月31日空气质量

成都（16时）AQI指数 51 空气质量 良
优：西昌、马尔康、康定、雅安、绵阳、德阳、攀
枝花、遂宁、巴中、内江、广安、南充、泸州、眉
山、宜宾、乐山
良：自贡、达州、资阳、广元

4月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5—105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
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南部部分城市为轻度污染；
盆地西部部分城市为轻度污染；
盆地大部分地区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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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7036期开奖结
果：6274026，一等奖0注，二等奖10注，每注
奖金40172元，三等奖204注，每注奖金1800
元。（897.2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7083期开奖结
果：564 直选：4381（120）注，每注奖金1040
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
11678（724）注，每注奖金173元。（206.5万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7083期开奖结
果：56479 一等奖：72注，每注奖金10万
元。（2.57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7083期开奖结果：105，单选292注，单注
奖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
组选6，1050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
彩”第2017036期开奖结果：基本号码：
05.29.26.06.07.19.10，特别号码：21。一等奖3
注，单注奖金582906元。二等奖10注，单注
奖金2498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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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口缺牙？只需种植4颗
口腔疾病中，缺牙是很折磨人的，尤其是半

口、全口缺牙，更让人苦不堪言。凑合戴上活动
假牙，又面临假牙压迫牙床，经常疼痛、红肿、发
炎，别说吃饭，连大声说话、打喷嚏都有可能掉出
来。

随着牙齿修复技术的提升，其实也可以通过
种植2颗、4颗的方式修复半口或全口缺牙。

现状：活动假牙容易掉，吃饭不香
一般来说，全口缺牙者通常会选择镶一口假

牙来解决吃饭问题，但传统的活动假牙不稳固，
容易松脱；咀嚼效率低，吃饭使不上劲；舒适感
差，大面积的塑料基托易导致味觉迟钝，吃东西
没味道。

为帮助半口、全口缺牙者重享口福，健康热
线028-96111特邀知名口腔医生，为缺牙市民解
答“少花钱又舒适地修复半口全口缺牙”，缺牙市
民可拨打96111咨询详情。

方案：2颗种植体，可修复半口缺牙
对于缺牙颗数少的，可选择单颗种植，缺哪

颗种哪颗。对于半口全口缺牙者，可选择部分种
植修复。部分种植对牙槽骨的条件要求较低，适
合大多数半口全口缺牙者，其稳固性好、咀嚼效
率高、舒适感好。同时，半口缺牙只需植入2颗、
全口缺牙只需植入4颗种植体，不仅减少花费，也
缩短了就诊的时间和次数。如果你想通过“部分
种植修复”拥有好牙或了解更多种牙知识，可拨
打健康热线028-96111免费咨询。

春暖花开，正是出行的好时
节。华西旅游俱乐部联合四川旅
游百事通推出敦煌、乌鲁木齐、喀
什、吐鲁番、中卫14日寻春主题
专列旅游活动，自推出以来一直
受到大家的热捧，现已进入最后
的报名阶段。所剩席位不多，快
快行动，一起搭乘由成都开往南
疆的专列，领略不一样的多彩南
疆美景。

错峰南疆游
不一样的春之美景

都说新疆最美是南疆，然而
世人只知秋天的南疆，却不知南
疆春色美轮美奂。秋之南疆，代
表的是收获，而春之南疆，代表的
却是复苏，是生命的绽放，选择错
峰游南疆，领略的是不一样的南

疆春之美景。
因为地理位置关系，新疆的

春季特别短暂，这也导致了能够
欣赏地道南疆春色的时间在一年
当中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三月底

冰雪开始融化，万物复苏，春意开
始出现在南疆这片广阔的大地，
而到了四月初，南疆地区就正式
进入了一年当中春意盎然的季
节，草长莺飞，鲜花怒放的南疆大

地更是让人一秒沉醉。

14日专列随行
定制你专属行程

本次南疆寻春主题专列旅游
活动由成都统一出发，专列一路
随行，然后再在各城市统一乘坐
大巴前往各景点，一路途经敦煌、
乌鲁木齐、喀什、吐鲁番，最后到
达腾格里大沙漠边上的中卫。一
路景点非常丰富，除了可以欣赏
传承千年的艺术瑰宝——敦煌莫
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天山天池，
还可以欣赏民族风情浓厚的喀什
老城、坎儿井、葡萄沟等，另外还
将深入腾格里大沙漠的腹地，游
览通湖草原旅游区。游览结束
后，将由中卫搭乘专列直接返回
成都。

行程报价包含全程6早11正
一共17顿餐食（火车上用餐除
外），住宿为含独立卫生间的双人
标准间。全程选用当地持证上岗
导游讲解服务，以及当地正规的
空调旅游车，同时赠送旅游意外
险，读者可以放心游玩。

“南疆春色”
空调专列14日游
硬卧：下铺2780元/人，中铺

2580元/人，上铺2380元/人
软卧：下铺3480元/人，上铺

3280元/人
儿童1.2米以下680元/人
发团时间：4月16日
报名地址：成都市红星路二

段70号四川传媒大厦9楼华西旅
游俱乐部 李雪丹

进展缓慢
奥园广场曾经易主
粤派房企出资2亿接盘

2月中旬以来，华西都市报
爆料热线028-96111先后收到
多起购房者投诉，称奥园广场在
销售过程中涉嫌假借精装标准
提高房价，还有购房者专程来华
西都市报反映问题。

据了解，奥园广场占地300
亩，原名为“宜华大东展”。该项
目在开发过程中进展缓慢，不断
有该项目出让的传闻。2016年
6月8日，粤派房企奥园旗下广东
奥园商业地产以2亿元成本从四
川信托收购成都齐达房地产
100%股权，从而将间接收购成
都宜华置业70%股权及获得大
东展项目对应土地权益，项目改
名为“成华奥园广场”。目前，该
项目一期已交付使用，购房者投
诉的问题集中在奥园广场二期
项目。

3月28日，购买成华奥园广
场的3名购房者来到华西都市报
反映，2017年2月下旬，以13600
元/平方米的价格购买了成华奥
园广场的房子，按约定交纳了
30%的首付款一个月后，并没拿
到购房合同。事觉蹊跷，购房者
通过查询成都市透明房产网发
现，13600元/平方米的购房款来
自两个不同部分——装修费+清
水房价，清水房单价9800元—
10000元，而装修费则高达3700
元/平方米。

按照目前成都市场的装修
标准来看，3700元/平方米的装
修标准应该属于豪华装修了。
购房者张先生查看开发商和自
己初签的房屋预售合同，发现其
中约定的装修内容，仅仅只是将
客厅和卧室装修木地板和墙面
乳胶漆。

“3700元/平方米的精装，连
厕所、厨房、水电什么都没弄，这
样的精装标准难以让人接受。”
购房者王先生认为，这是开发商

为了哄抬房价欺骗成都市房管
部门，从而获得更高的房屋销售
价格。

作出处罚
暂时关闭宜华网签
四川链家处理后移交工商

接到读者投诉后，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立即对此事展
开调查，发现该项目确实存在假
借装修之名抬高房价现象。3月
31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独
家披露此事后，当日下午，成都
市城乡房产管理局相关负责人
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针对购房
群众的投诉，该局已分别对奥园
开发商——成都宜华置业有限
公司和中介公司——四川链家
作出处罚：

认定成都宜华置业有限公
司存在未按相关规定在销售现
场将申报的装修水平与相应的
装修价格标准等信息予以公示、
未按要求将申报价格中的装修
水平与装修价格标准在商品房
买卖合同中进行约定的问题。
上述行为违反了国家发改委《商

品房销售明码标价规定》有关
“商品房经营者应当明确标示以
下与商品房价格密切相关的因
素：楼盘的建筑结构、装修状况
以及水、电、燃气、供暖、通讯等
基础设施配套情况。”和《商品房
销售管理办法》“商品房买卖合
同应当明确以下主要内容：（六）
装饰、设备标准承诺；”的规定。

认定四川链家违反了《反不
正当竞争法》有关：“经营者销售
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愿搭
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理条
件。”的规定。

成都市城乡房产管理局决
定对“宜华大东展”项目给予暂
时关闭商品房买卖合同网上签
约系统直至整改到位为止，对开
发建设该项目的成都宜华置业
有限公司按规定给予记减信用
分、通报批评的处理；对四川链
家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给予记
减信用分、通报批评的处理，并
移交工商部门。对以上两家企
业、机构的处理情况报送人民银
行成都分行。

李竺轩 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 王仁刚 杨弘农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
想玲）3月31日，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从成都高新区
获悉，自2017年4月1日起，简
阳市丹景乡、玉成乡、草池
镇、新民乡、三岔镇、福田乡、
芦葭镇、董家埂乡、清风乡、
坛罐乡、海螺乡、石板凳镇共
12个整乡（镇）委托成都高新
区管理。成都市委、市政府
授权成都高新区党工委管委
会对托管区域行使党的建
设、经济、行政和社会事务管
理。

建国际航空枢纽典范城
据悉，未来将依托托管

区打造成都天府空港新城。
新城位于成都东南部，距成
都中心城区约50公里，总规
划面积约483平方公里，以
天府国际机场为枢纽、综合
运输体系为动脉、产城融合
单元为节点、临空基础产业
和高新技术产业为支撑、体
制机制和政策创新为保障，
将瞄准临空基础性产业和
临空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全
球新枢纽经济领航者为目
标，形成“一环一廊一带”的
产业空间结构。未来，这里
将以建成国际航空枢纽典
范城、全球公民双创汇聚区
和国家战兴产业发展集群
地为愿景，着力打造一座创
新之城、科技之城、低碳宜
居之城。

规划“一环一廊一带”
成都天府空港新城将坚

持“整体规划、组团开发、同步
推进、规模发展”的总体发展
模式，规划“一环一廊一带”的
产业空间结构。其中，“一环”
是指产业发展环，将重点发展
航空产业、节能环保和超新材
料等产业；“一廊”是指产业综
合廊，将打造信息技术、数字
创意、过境医疗、生物制造等
产业；“一带”则指生态产业
带，成都天府空港新城将依托
龙泉山森林公园和三岔湖等
资源禀赋，高标准发展生态农
业、生态旅游、文化体育、养老
保健等生态产业。

据悉，成都天府空港新城
办公区政务大厅也将于4月1日
起正式投入运营，政务大厅设
立在新民乡新民家园一期35栋
C区一楼，为托管区域企业和群
众提供政务服务。目前，成都
天府空港新城正规划建设孵化
园区供企业入驻，计划今年开
工，预计2018年完工。

成都市房管局处罚奥园和链家
暂停网签 记减信用分 移交工商

仅余最后席位寻味多彩南疆之春即将启程
敦煌、乌鲁木齐、喀什、吐鲁番、中卫14日专列游报名中

报名电话：028-86969771 86969581 86969452 86969036

天府空港新城
● 总 规 划 面 积 约

483平方公里，以天府国
际机场为枢纽

●将依托龙泉山森
林公园和三岔湖等发展
生态产业

□“买房者质疑：奥园虚报装修费变相涨房价”追踪

今日起
成都高新区正式托管

简阳12个乡镇
未来将依托托管区打造成都天府空港新城

备案3700元/平方米的装
修标准，仅仅客厅和卧室装了
木地板，墙面上了乳胶漆，购
房者质疑开发商虚报装修费
变相涨房价；没有享受第三方
任何服务，每套房却被额外收
取2.5万元买房服务佣金；交
了首付1月多，房管局依然是

“合同拟定中”……
成都宜华置业有限公司

所开发的成华奥园广场（备
案名宜华大东展）存在卖房
乱象一事，经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独家披露后，引起
社会各界广泛关注。3月31
日下午，成都市城乡房产管
理局相关负责人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针对购房群众的
投诉，该局已分别对奥园开发
商——成都宜华置业有限公
司和中介公司——四川链家
分别作出处罚：对成华奥园广
场给予暂时关闭商品房买卖
合同网上签约系统直至整改
到位为止，对开发公司——成
都宜华置业有限公司给予记
减信用分、通报批评的处理；
对四川链家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给予记减信用分、通报批
评处理，并移交工商部门。对
以上两家企业、机构处理情况
报送人民银行成都分行。

温馨提示
今日不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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