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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雾和谷”森林
康养度假小镇项目招标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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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诚邀天下英才

“光雾和谷”森林康养度
假小镇项目位于四川省南江
县，地处秦巴山脉南麓，与国
家5A级风景旅游胜地——光
雾山相距8公里。项目所在地
海拔1200米，年均气温16度，
与成都、重庆、西安三市约在
350公里，是中国西部三个国
家级中心城市的几何中心。
项目周围群山环绕、风景秀
美、气候宜人，森林覆盖率超
过98.5%，负氧离子含量超过

60000个/cm3，是康养旅游、
休闲度假的绝美之地。

四川开元集团通过整体
规划设计，开发建设“光雾和
谷”森林康养度假小镇项目。
项目总规划面积超9000亩，
建设用地面积约2000亩，总
建筑面积超过100万㎡，规划
区域内森林公园面积6000余
亩，水系及湿地公园面积
1000 余亩。项目总投资 70
亿元，分 5-8 年时间建设完

成，以森林康养、养生度假为
主题的智慧社区，兼具森林旅
游、温泉养生、体验农业、山地
运动、亲子教育、康养医院、医
护保健、高端商务接待等功
能，项目还将建设“十里文化
长廊”、“百里自然栈道”、“森
林木屋博览园”、“大型实景舞
台剧”等重点旅游项目，将规
划区域打造成一个 4A 级景
区，建设成秦巴山区一流的康
养养生基地。

一、项目概况

建筑设计公司、装修设计
公司、软装设计公司、园林景
观设计公司、光彩设计公司、
建筑总承包、智慧社区、智能

家居、智慧医疗系统、装修施
工、强弱电施工、消防施工、光
彩工程施工、园林景观工程施
工、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

工程造价咨询、销售代理公
司、广告策划公司。

二、诚邀合作伙伴

三、诚邀材料商和设备商加盟

4月20日晚，中央电视台财经频
道“经济半小时”报道了成都市双流
区金桥镇舟渡村“垃圾坑”问题。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了解
到，双流区第一时间连夜组织相关部
门现场查勘，研究整改方案、开展整
改，并请省市专家对垃圾堆积处理问
题进行会商。双流区将举一反三，对
全区农村垃圾处置和黑臭水体情况
进行全面拉网式清理排查，严防城镇
污染向农业农村及水体转移，研究完
善农村垃圾“户集、村收、镇运、区处
置”工作方案和河长制工作方案，切
实杜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

记者了解到，如果进展顺利，最
快明天即可清理完垃圾坑里面的垃
圾。同时，对非法倾倒垃圾问题，双
流区公安分局已介入调查。

开挖的垃圾去哪儿？
进行填埋和用于发电

被曝光的垃圾倾倒点位于双流、
崇州交界处，共5处，经专家鉴定，倾
倒的垃圾主要为一般固体废物，包括
城镇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以及少量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主要成分为有机
物（以废塑料、织物、橡胶等为主）和
砖石瓦块及灰土等。

22日上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赶到事发现场时，成都市副市
长范毅、双流区委书记周先毅、区长
徐刚等均在场讨论整改措施。

二十米开外的垃圾坑里，有清运
人员200余人，挖掘机、装载机、清运
车等100余台，正在对垃圾进行清运，

现场还有疾控人员对蚊蝇进行消
杀。在池塘上方的庄稼地里，有村民
正用镰刀钩掉嵌在泥土里的白色垃
圾。

“现在好了，终于把这些垃圾给清
运走了，希望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朝这
里倾倒垃圾。”几名受访的村民表示。

双流区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对这些垃圾将进行了分类处理，部分
立即转运至龙泉垃圾填埋场，部分可
燃的垃圾则运往九江环保发电有限
公司发电。

坑里的污水怎么办？
就地处理达标后再排放

记者了解到，双流区环保局于20

日晚起，设置监测点位10个，对倾倒
点位内积水、土壤、附近地表径流、地
下水开展监测采样。省环境监测总
站也于21日同步开展环境比对监测；
双流区水务局则对点位积水来源沟
渠进行全面排查。

根据21日晚22时2个水质监测
点位监测结果分析，舟渡村垃圾坑内
积水重金属未超标，COD、氨氮、总磷
等与上游来水监测结果基本相同，水
质无明显变化，其他监测数据正在实
验分析。

池塘里的那些污水怎么处理？
双流区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说，水务局
将调来专业设备，就地对污水进行处
理，达到排放标准后再予以排放。

谁在随意倾倒垃圾？
双流警方已介入调查

记者从现场了解到，垃圾坑被清
运干净后，将填上富有营养的泥土。
针对非法倾倒垃圾问题，双流区公安
分局已介入调查。

双流区委、区政府也进行了深刻
反思，将以此为戒，对存在的问题，建
立台账、倒排时间，限期全面整改到
位，确保城乡环境综合整治和环境保
护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落细。

下一步，双流区将举一反三，对
全区农村垃圾处置和黑臭水体情况
进行全面拉网式清理排查，严防城
镇污染向农业农村及水体转移。严
格按照《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
动方案》等文件和有关会议精神，切
实以人民为中心，针对垃圾进村和
黑臭水体问题，研究完善农村生活
垃圾“户集、村收、镇运、区处置”工
作方案和河长制工作方案，切实杜
绝此类问题再次发生。同时加强农
业面源污染防治，积极开展农村环
境整治行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席秦岭
雷远东

成都两夫妻换着车开，结果悲剧了，妻子
开着丈夫的车，撞上了丈夫开的妻子的车。

事情就发生在成乐高速，出了车祸后，妻
子的车光维修费就花了7万多。随后，两人要
求保险公司赔偿被拒后，丈夫方某将保险公司
告上法庭，要求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7万余
元。日前，成都郫都区法院经审理后驳回了方
某的诉讼请求。

夫妻换车开高速路相撞
2017年10月3日，恰逢国庆长假，方某和

妻子雷某换着开车，一前一后行驶在成乐高速
上。这事本身没什么特别，但却因妻子雷某在
驾车过程中与丈夫开的车没有保持安全距离
而发生了追尾，导致两车都必须送去维修，雷
某的车作为被追尾对象，光维修费就花了7万
多，丈夫方某先付了钱，想着事后再要求保险
公司赔偿。

不过令方某没想到的是，他的这一赔偿请
求被保险公司拒绝了。保险公司认为，方某投
保的交强险和商业险中虽然存在第三者责任
险，但却是在致使第三者遭受人身伤亡或财产
直接损失时依法对第三者承担的损害赔偿责
任，在本次交通事故中，雷某开车撞上的是自
己的车，所以雷某既是侵权人也属于被侵权

人，侵权主体矛盾，维修费应当由雷某自行承
担。而方某为无责方，本就不应当赔偿雷某，
他的垫付行为出于自愿，并非保险责任赔偿的
范围。

不服保险公司认定的方某随后告上法庭，
要求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7万余元。

保险公司拒赔获法院支持
那么问题来了，在这个案件中，雷某开车撞

上自家的车到底能不能获得保险公司的赔付？
日前，成都郫都区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

法院认为，方某与保险公司之间的机动车保险
合同关系成立，双方均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权利
义务履行。但方某允许的驾驶员雷某作为侵
权人，其损坏车辆的车主雷某作为被侵权人，
侵权人与被侵权人是同一人，损坏的财产混
同，方某不能据此要求保险公司依据交强险和
商业险的第三者责任险赔付。因此，方某依据
交强险和商业险要求保险公司赔付保险金
73300元的诉讼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不
能得到支持。

最终，原告方某的诉讼请求被驳回。案件
受理费，由原告方某负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柳锋
见习记者 韩雨霁

保险公司明知电动四轮车为超标电动车
而承保非机动车三者险，发生事故后，又以交
警大队委托鉴定车辆属性为机动车，与投保险
种不相符为由拒赔。

近日，成都市彭州市人民法院审结这起机
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法院对保险公司不
予赔偿的意见不予支持，判决承保的两家保险
公司在各自的保险限额内按相应比例分别赔
偿20285元、32214元。

2016年12月28日下午，游某驾驶一辆电
动四轮车在当地一道路上行驶时，与同方向周
某驾驶的一辆电动二轮车发生碰撞，致周某受
伤，电动二轮车受损。经当地交警大队委托相
关机构鉴定，上述双方车辆属性均为机动车。
之后，当地公安交警部门认定游某承担事故主
要责任，周某承担事故次要责任。周某伤情被
鉴定为十级伤残。此前，游某为涉案电动四轮
车分别在两家保险公司投保了非机动车第三
者责任险。

事故发生后，游某共垫付医疗费41283
元，一保险公司也实际向其支付赔偿款4700
元。

庭审中，游某投保的两家保险公司均辩
称，其投保的四轮电动车经鉴定车辆属性为机
动车，这与投保险种性质不相符，保险公司不
应承担赔偿责任。

彭州法院一审认为，投保人投保时，保险
公司应对承保车辆的性质与险种是否相符进

行审查，如经审查车辆性质与险种不符，完全
可以拒绝承保。而该案中投保人没隐瞒车辆
属性，投保后也没有人为改变车辆属性，涉案
车辆在投保时本身就属超标电动车，即使承保
车辆性质与承保险种不符，也是保险公司未尽
到审查义务所致，投保人并无过错，保险公司
应自行承担不利后果，遂依法作出了上述判
决。

宣判后，原、被告双方在法定期限内均未
提出上诉，目前该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法|官|说|法

彭州法院承办此案的法官廖述花表示，此
案争议焦点应是保险公司为拓展业务牟利等，
在明知投保标的存在不适格风险的情况下，仍
同意承保，是否可成为合同无效的抗辩事由。

该案中，投保人就涉案车辆向保险公司提
出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要求，即向保险公
司发出了要约。保险公司在作出保险承诺前，
有义务对保险标的是否符合投保险种进行审
查。对审查不符合其承保险种要求的，可以拒
保。但在该案中保险公司却同意承保，可以认
定保险公司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超标电动车
的属性状况下，认可了超标电动车的非机动车
性质，并自愿承保超标电动车非机动车商业三
者险，保险合同成立并生效，保险公司就应在
保险期间内承担保险责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柳锋

铲除“垃圾坑”
连夜查勘整改 上百台机械进场
最快明天清理完，双流警方已对非法倾倒垃圾问题展开调查

超标电动车出事故 保险公司拒赔被判败诉

妻子开车追了丈夫的尾
保险公司拒赔获支持

垃圾处置
双流区环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对这

些垃圾将进行了分类处理，部分立即转运
至龙泉垃圾填埋场，部分可燃的垃圾则运
往九江环保发电有限公司发电。

污水处置
池塘里的那些污水怎么处理？双流区

环保局相关负责人说，水务局将调来专业
设备，就地对污水进行处理，达到排放标准
后再予以排放。

垃圾坑被清运干净后，将填上富有营
养的泥土。

大型机械开进垃圾坑挖走垃圾。

工人正在清淘垃圾坑。

清运车将垃圾运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