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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马尔康
康定
西昌

攀枝花
广元
绵阳
遂宁
德阳
雅安
乐山
眉山
资阳
内江
自贡
宜宾
泸州
南充
广安
巴中
达州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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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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晴转多云

晴
晴
晴
晴
晴

多云转晴
晴

多云
多云转晴

8-29℃
9-25℃
15-37℃
16-38℃
20-31℃
21-32℃
22-33℃
21-32℃
20-31℃
21-33℃
21-34℃
22-34℃
23-34℃
22-34℃
22-34℃
22-34℃
23-33℃
23-33℃
21-32℃
22-33℃

多云转小雨
阵雨转小雨

多云
多云

多云转小雨
多云转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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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转小雨
阵雨转中雨
多云转小雨
多云转小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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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云转阵雨
多云转阵雨
多云转阵雨
多云转阵雨
多云转阵雨

多云
多云
多云

11-28℃
12-25℃
16-32℃
17-35℃
21-32℃
22-32℃
24-33℃
22-32℃
21-30℃
22-33℃
22-33℃
23-33℃
24-34℃
24-34℃
23-35℃
24-35℃
24-34℃
25-34℃
24-33℃
24-34℃

吴冰清

成都（15时）
AQI指数 126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西昌、康定、攀枝花、达州
良：泸州、巴中、德阳、南充、广元、乐
山、广安、遂宁、雅安
轻度污染：内江、绵阳、宜宾、资阳、自
贡、眉山

14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38—168
空气质量等级 轻度至中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
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盆地南部局
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部分城市为
良至轻度污染；盆地东北部局部城市为
良至轻度污染；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
良；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
或良。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15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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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8055

期开奖结果：03、07、20、33、34、09、10，一
等奖1注，每注奖金1000万元，派奖1注，
每注奖金500万元。一等奖追加1注，每
注奖金600万元，派奖1注，每注奖金300万
元；二等奖78注，每注奖金125126元。二
等奖追加51注，每注奖金75075元；三等
奖733注，每注奖金5224元。三等奖追加
464注，每注奖金3134元。（55.05亿元滚
入下期奖池。下期一等奖派奖奖金1200
万元，“乐善奖”派奖奖金余额8661万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127期开奖结
果：297 直选：10973（859）注，每注奖金
1040元；组选3：0注，每注奖金346元；组
选6：16397（1277）注，每注奖金173元。
（811.2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27期开奖结
果：29705 一等奖：137注，每注奖金10
万元。（2.1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8067期：
0303330033111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8067期：
301030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8067期：
003333331003

足
彩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成都举行2018全民营养周
系列活动

5月13日，四川省2018年全民营养周
活动在成都举行，听健康讲座，学养生太
极，享免费体验……数百社区居民通过
丰富多彩的活动重新认识健康生活。

当天上午，活动主办方四川省营养学
会、四川省营养师协会邀请康宝莱健康专家
就“吃出健康体重”、“健康体重与健康形体
管理”作主题演讲，两位专家以专业科学的
理论、通俗易懂的语言、幽默风趣的互动，为
现场听众带来一场丰富有趣、实践性强的知
识大餐。当天下午，国家一级武术裁判、太
极禅签约导师叶俊教授社区居民学习禅意
太极，深入感受吃动平衡的重要性。据介
绍，当天除成都主会场活动外，省营养学会
各分支机构及各理事单位、各大医院、省市
疾控中心、营养和食品相关单位、高等院校
等还在四川多地开展了100余场活动。

据了解，“全民营养周”活动已连续
成功举办三届，成为健康科普工作中广
受消费者和营养科技工作者欢迎的重大
工程，此次康宝莱与中国营养协会携手
以北京为主场，辐射国内多个城市，全国
联动深入推进“慧吃慧动、健康体重”的
健康主张。康宝莱中国区董事长郑群怡
博士表示将秉承不断满足消费者营养需
求的原则，致力于将更优质的营养产品
带给消费者，实现“让世界更健康、更快
乐”的美好愿景，助力国民健康升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小红

不可错过的今夏盛宴 一起去看俄罗斯世界杯！

华西旅游俱乐部6月巨献
2018俄罗斯世界杯半决赛观球团
一张球票一次旅行仅限15位

总体行程安排：

D1：成都——莫斯科
D2：游览谢尔盖耶夫镇等
D3：莫斯科——圣彼得堡
D4：圣彼得堡观看世界杯半决赛
D5：游览夏宫花园等
D6：圣彼得堡——莫斯科
D7：游览老阿尔巴特大街等

D8：游览二战胜利广场等
D9：莫斯科——成都

推荐游览：

红场：莫斯科最著名的广场，也是俄
罗斯群众集会和阅兵的地方，如今是市
民及游客休闲的场所，每年的胜利日会
在此举行阅兵活动。

红场是莫斯科历史的见证，也是莫
斯科的象征，大约是1/5个天安门广场大
小，地面很独特，全部由条石铺成，显得
古老而神圣。红场更是游览莫斯科的枢

纽，西邻克里姆林宫，北为国立历史博物
馆，东为百货大楼，南为圣瓦西里大教
堂。

冬宫：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与巴黎
的卢浮宫、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纽约的大
都会艺术博物馆齐名。

冬宫收藏有世界各国的艺术品，油
画、雕像、地毯、家具、工艺品等一应俱
全，内其中古希腊的瓶绘艺术、古罗马的
雕刻艺术和西欧艺术三部分藏品在世界
收藏界享誉盛名。

克里姆林宫：世界上最大的建筑群
之一，位于莫斯科的心脏地带，已被评为
世界文化遗产，它是俄罗斯国家的象征。

“克里姆林”在俄语中意为“内城”、
“城堡”，它的建筑形式融合了拜占庭、俄
罗斯、巴洛克和希腊罗马等不同风格，如
今是俄罗斯历代艺术珍品的储藏地。
报名咨询热线：
028-86969447、028-86969771

5月独家优选特惠价：39800元/人
出发时间：7月7日
报名时间：即日起至5月20日，每天

9：00-17：00（周末休息）
报名地址：四川成都红星路二段70

号，四川传媒大厦11楼B区。
（李彦）

距离2018年世界杯开幕仅剩
1个多月了！错过了2014年的巴
西，你还想错过2018年的俄罗斯
吗？当然不！理由太多，非去不
可：比如，俄罗斯总统普京承诺，
要奉献出全球最高水平盛宴！比
如，看上一届世界杯从祖国飞到
巴西要花43小时，而本次成都去
俄罗斯仅需8小时！又比如，这一
届可能是C罗和梅西最后一次争
霸世界杯，谁将圆梦莫斯科还是
个谜！再比如，俄罗斯的6、7月，
这个国家最美的季节，看球旅游
两不误，美人美景最值得期待！

只要你有护照有球票在手，
免签说走就走！那么问题来了，
去俄罗斯看世界杯，要花多少
钱？想想国际机票的价格、星级
酒店的房价以及语言不通人生地
不熟的，就心慌！不要慌，华西旅
游俱乐部邀你一同前往世界杯半
决赛，感受这个世界上最盛大的
赛事之一，激情一夏！

维修表决
新盘就动用
公共维修资金

让业主烦恼的，远
不 止 裂 缝 这 一 个 问
题。刚交房的时候，数
十位业主收到了物业
发给他们的一张表决
票，是关于对单元楼道
修复使用公共维修资
金，要求每位业主签字
并盖手印。

3日，记者看到，该
表决票名为“关于使用
公共维修资金对单元楼
道修复的表决票”，左
上角印有“中洲物业”
的 字 样 。 其 中 写 着 ：

“为了能在本单元集中
装修户数超过70%时，
尽快对污染和损坏的
楼道墙面、地面进行修
复，本业主同意使用锦
城湖岸本单元业主的公
共维修资金对本单元污
染和损坏的墙面、地面
进行修复……”

“刚交房就想动公
共维修基金。”业主尤群
拿到这张表后有些愤
怒，“关键是他们物管给
我们说，不签就会影响
到进场装修。”尽管如
此，尤群和一些仍业主
在表决票的右下角签了

“不同意”。
没过多久，因为反对

声音越来越多，物管取消
了这项表决。

4月27日，成都中洲锦城湖岸小
区，业主们正在依次收房。

该小区某栋1405的业主秦琴，
来到自家客厅，查验防水情况——
用饮料瓶接自来水浇向地板。几分
钟后，便见水钻入一道3米长的裂
纹，渗过地板，出现在楼下1305的天
花板上。紧接着，豆大的水滴越积
越大，“啪”地一声，水滴沾着天花板
上的白石灰，变成粉浆重重地落在
地板上。

“果然是穿的，太吓人了！”秦琴
蹙眉说道。收房的喜悦一扫而空，她
随即在业主群中诉苦。没想到，接下
来的几天时间，数十户业主均称陆续
发现类似问题，并反馈给该楼盘工程
部门。

5月9日，该小区物业和营销部门
回应称，业主向他们反映情况后，他
们当即做了登记。目前，工程部门已
跟进此事，并对裂缝开展修复工作，
预计5月底前完成。

门洞小了
质疑卧室门洞
尺寸不达标

任晨也是这个小区的业主，去年
买的这个楼盘，“当时宣传的是‘成都
神盘’，开盘时确实很火爆。”任晨说，
当时的宣传海报他至今都保存着。
其中一张中洲锦城湖岸的宣传海报
用醒目的字样宣称：“首个三连日光
盘！3小时8亿，卖的是‘成都神盘’的
身价。”在一则户外广告上还打出了

“让锦城湖成为私产”的广告语。
“既然打出的是‘神盘’，我想质

量应该有保障。”任晨说，当时几乎没
怎么选，就下手了。这次交房后，他
自认为比较幸运，家里没有大的裂
缝，“有一些小的裂缝，应该问题不
大。”但在验房时，他发现卧室门洞的
尺寸并未达到90厘米的标准。

为了解卧室门洞尺寸有无90厘米
的硬性标准，记者查阅到一份《住宅设
计规范》（GB50096-2011），该规定由
住建部、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联合发布。规定中明确列出了户门、
起居室门、卧室门、厨房门、卫生间门等
部位门洞的最小尺寸标准，其中户（套）
门的洞口宽度最小应达到1米，起居室
（厅）门、卧室门应达到0.9米。

3日，记者在任晨家中用卷尺对
三个卧室门进行了测量，结果分别在
87厘米、86厘米、85厘米左右，均未
达到90厘米。

数十业主发现类似问题，物业承诺月底前完成集中整改

5月3日，接到秦琴和楼下业主付
宽的反映后，记者来到秦琴还未装修
的家中，一条裂缝横在客厅中间，经
卷尺测量，长度接近3米。

为了验证楼板有裂缝渗水的说
法，记者也找来自来水，顺着客厅里
的裂缝倒水，透过水痕，这条近3米长
的裂缝更显明显，几乎贯穿了整个客
厅。持续倒水，一些裂缝较大的位置
还会不断冒出大大小小的气泡。

而楼下的1305房，几分钟后，水
痕就开始慢慢沿着裂缝显现。又过
了几分钟，渗过天花板的自来水，开
始在几处裂缝位置聚成水滴，且越聚
越大，最终裹着裂缝处的白石灰，形
成粉浆滴落在地板上。观察发现，每
隔1分钟左右，就有这种水滴落下，在
地板上砸出一个个圆点。

两位业主告诉记者，尽管发现了
这个问题，但他们之后仍在收房手续
上签了字。

“我有娃儿要读书，装修设计好

了，等着开工。”秦琴说，当时把这一
问题反映给开发商后，他们做了记
录，并承诺整改，并且当时签字收房，
还可以减免物业费，“我当时就签了，
现在想来还是有点草率，都不知道这
个裂缝问题怎么解决。”

就在两人发现裂缝后，该小区陆
续有业主发现同样的问题，并将相
关图片和视频发到群中。多位业主
告诉记者，为了向开发商反映问题，
业主群推荐左先生来进行相关统
计，然后把出现裂缝问题的户数和
具体房号报给物管及监管部门。“目
前，我统计出了46户，有些业主还没
联系上，不知道有无类似问题。”左
先生说。

随后，记者从修补裂缝的一位师
傅处了解到，目前，工程部在委托他
们对裂缝进行入户修复。“我们一共8
个人，两两一组。”他说，他所在的一
组补了要漏水的大裂缝五六户，不漏
水的小裂缝10多户。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柳锋 见习记者韩雨霁 摄影 刘陈平

楼板渗水
数十户反映家中有裂缝

新交的房屋出现裂缝，楼上业主现场浇水后，楼下的天花板开始滴水。 小区业主收房后，陆续发现房屋质量问题。

新交的房屋出现裂缝，楼上业主浇水现场检验地板渗水情况。

新交房屋的卧室门洞不达到
90cm宽的国家标准。

相|关|回|应

修复裂缝
本月底之前会处理完
针对业主反应的问题，中洲锦城

湖岸物业和营销部的工作人员一一
进行了回应。

9日下午5点过，中洲锦城湖岸营
销部负责人王女士在跟工程部门沟
通后回应说，目前，我们不太清楚到
底有多少户出现了裂缝的问题。但
据她所知，小区在陆续交房，有裂缝
问题的并不多。

王女士表示，业主收房时，有需
要工程队整改的问题，可以填反馈
单，并在一个工作日收到整改时间等
回复。如果后期收房之后发现还有
问题，也可以跟物业反映，他们都会
及时处理。针对有业主已经反映上
来的出现裂缝的情况，工程部门已启
动了工程处理方案，目前正在按方案
进行处理。

此外，中洲锦城湖岸的一位物业
经理也在回应业主时称，所有涉及到裂
缝的问题，都已要求工作人员全部登记
下来，然后集中进行整改修复。该物
业经理说，5月31日之前会处理完。

物业道歉
维修金表决票已作废
3日下午4点过，记者跟随尤群等

业主来到中洲锦城湖岸小区物业。
一位物业经理告诉记者，让户主

签署表决票的行为确实有些牵强，目
前的情况是，所有已经签署的表决书
全部作废，未来也不会有这样的情况
发生，而之前已经向业主表示道歉。

“其实退一步来说，维修基金就
算业主签了字，我们也取不出来。”该
物业经理说，这个是新修的房子，又
不是老房子，达不到大修的要求，让
业主签这个，主要是希望大家能督促
工人去爱护公共区域。

对于卧室门洞尺寸不合规范的问
题，营销部的王女士说，“关于门洞设
计规范的问题，我们肯定是符合规范，
是符合交房条件的，是验收合格的，而
且集中交付的时候已经公示过了。”

（应当事人要求，文中业主均为化名）

业|主|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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