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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司机注意了
7月6日起
城东出城方向有变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何
方迪）7月5日，记者从成都
交警五分局了解到，因城
东十陵立交打围施工，附
近出城匝道将暂时关闭，
车辆可走成渝立交出城。

具体如下：
7月6日起，因十陵立

交二层道路铺设沥青施
工，6日（周五）晚10点起，
由成南立交方向经十陵立
交二层出城前往成洛路方
向的匝道将封闭，槐树店
路经十陵立交二层左转前
往成南立交的匝道也将封
闭。施工期间车辆可经由
成渝立交转换出城。

交警五分局民警提
醒，“过往施工路段时请减
速慢行，注意施工路段周
边提示牌信息，施工路段
周边请勿随意占道停放车
辆，影响车辆通行。”

警方通报
运渣车闯红灯致3死1伤

成都市交管局事故处民警通报：今年
4月12日凌晨5点过，双简路与麓山大道
三段交叉路口附近，一辆车牌为川
AN8929的超载运渣车闯红灯经过时，与
对面一辆左转弯行驶的小客车发生碰撞，

在惯性作用下，小客车被推行数十米远才
停下，当场造成小客车3名乘客身亡，驾
驶员受伤。

事发后，成都市交管局会同安监、城
管、交委、监察委等，成立联合调查组。经
查，该运渣车驾驶员陈某仁，所驾车辆擅
自改变了车辆结构，且存在安全隐患，超
载达到384%，以及违法闯红灯，故须承担
事故全部责任。

当天，驾驶员陈某仁因涉嫌交通肇事
罪被刑事拘留。日前，陈某仁被检察院批
准逮捕。此外，“4·12”交通事故被认定为
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成都市交管局
对该起事故以重大责任事故罪刑事立案
调查。

深度追责
顺藤摸瓜锁定四方责任

此次事故，难道只有驾驶员有责吗？
民警介绍，在认定驾驶员责任后，警方还
顺藤摸瓜，查到这辆运渣车的车主、运输
企业以及施工工地负责人的违法行为。

“运输企业存在培训造假、监管虚设
等问题。”民警说，这辆运渣车登记所有人
为成都坤驰运业有限公司，注册时间为
2014年2月，法定代表人为金某。

调查发现，该公司安全生产规章制度

不健全，虚设安全管理机构，对驾驶员的
安全教育流于形式，安全教育培训记录造
假，虚设GPS动态监控专职管理人员，违
反了《安全生产法》等相关规定。此外，该
公司所有车辆均实行挂靠经营模式，违反
四川省《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4月13
日，金某因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刑事拘
留，目前已被检察院批准逮捕。

“我们查到车主另有其人。”民警介
绍，该车车主为谭某，将车挂靠在成都坤
驰运业有限公司。今年2月，谭某私自聘
请陈某仁为该车司机，未到运输企业报
备。此外，还擅自对该车外形和已登记有
关技术数据进行改变。目前，谭某因涉嫌
重大责任事故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一
并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

“我们还倒查到了施工工地。”民警
说，当天，这辆运渣车是从郫都区红光大
道一工地出来。据查，今年4月8日，该工
程现场负责人马某为达到个人盈利和快
速回笼资金的目的，在与开发商未签订正
式合同、未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
未正式通知开工的情况下，私自组织机械
在工地项目实施土方挖掘，并组织承运企
业以外的运渣车进入工地运沙石，以及未
在施工现场配置建筑垃圾处置（排放）管
理员，未对施工现场进行监督管理，致使
建筑垃圾车辆装载后超载出场。对此，工

地土石方现场负责人马某，因涉嫌重大责
任事故罪也被刑事拘留，同样被检察院批
准逮捕。

数据分析
半年查获近2万起突出违法

成都市交管局事故处民警介绍，今年
以来，成都交警开展重管车辆交通事故深
度调查15件，立案办理重大责任事故案4
件，2件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今年1月至6月，已依法查处运渣车
飘洒遗漏8600件，非法改装5595件，违
法超载3682件，冲红灯1078件，无证运
输286件及其他交通违法行为。下一步，
成都交警还将常态化开展运渣车专项整
治行动，强化夜间勤务，加大夜间警力投
入，以建筑工地、消纳场地、主要进出城通
道为重点，“零容忍”严查严处运渣车飘洒
遗漏、超载超限、冲红灯、非法改装等突出
违法行为。

此外，还将对涉及运渣车的道路交
通事故全链条溯源，一查到底、依法追
究，坚决遏制运渣车在路面运输过程中
的违法态势，努力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
通环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杨力
实习记者宋潇

奇怪
地下车库多处冒水
业主担心有安全隐患

7月3日凌晨4点，资阳万达华府一
个近500人的业主微信群内，有业主发出
2栋楼下地下车库柱子冒水的视频，立即
引起了众多业主的关注。

“冒水的不只是一处，有好几处，大家
都担心房屋存在安全隐患。”业主欧阳先
生介绍，地下车库冒水视频发到群里后，
业主们有各种猜测，最担忧的是楼房下存
在暗河，“2栋这个太吓人了，会不会哪天
塌了，赶紧请质监来看看。”不少业主还趁
着空闲时间，下到地下车库查看冒水情
况，不断将最新的视频和图片发送到业主
微信群里。

“现在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房屋存在安
全隐患，这么多人住在小区，出了问题怎
么办？”业主苏先生告诉记者，他们希望了
解到底有没有安全隐患，还有出现种情况
的原因是什么，怎么来解决？

苏先生介绍，3日下午4点左右，万达
华府物业向业主通报了本次事件，并称公
司已派了工程师到现场查看。

“我们此前已经给相关部门汇报过此
事，只是现在还没有答复，大家很担心。”
苏先生说。

目击
立柱根部现“泉眼”
最大一处翻出小浪花

4日上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在万达华府小区看到，地下车库的冒水
区域拉起了警戒线，地面有少量积水，之
前停靠的车辆已被转移。

走到近处，可见四根立柱根部不断有
水流冒出，其中三根柱子地面混泥土已经
被挖开。位于地下车库建渣堆放点附近
的一个柱子，冒出的水流已经翻出了小浪
花。柱子旁，绿色的防洪沙袋和木板临时
筑起一道隔离带，冒出的水顺着隔离带流
入角落里的两处窨井。

“就是这里被大家称为‘喷泉’，水冒
得确实有点凶。”业主苏先生说，7月3日
他到此处查看时，水流还没这么大，4日
情况更严重了些。

在距离冒水点30余米的地方，停车
场出口通道两侧墙根也有浸水现象。

“踩在地面上，都感觉有水冒出来。”业主
们介绍。

开发商
地下水位上升造成
已经聘请专家来鉴定

7月4日，万达华府开发商组织业主
代表进行了解释。“前面就是万达广场，这
个情况出现后，我们也很担心。”开发商营
销部负责人说，这一情况是否影响房屋结
构安全，有待专家现场监测，“我们已经从
成都聘请了专家。”

业主代表现场提出，房屋存在安全隐

患，希望开发商方面组织业主先住宾馆，待
监测结果出来后再进一步处理。对此，开
发商相关负责人表示，选择“住与不住”是
业主的权利，开发商不会作出任何承诺。

开发商相关负责人表示，冒水区域并
非小区本身排水系统，而是大暴雨后，地
下水位上升造成。“是否会影响房屋安全，
现在不敢下结论。”该负责人称，小区施工
之处，地勘都是合符要求的，“小区质量安
全，我们是终生负责的。”

“我们聘请的专家正在赶来的路上。”
4日下午5时许，开发商相关负责人说，他
们聘请的专家现场勘察后，结果会第一时
间告知业主。

住建局

多家单位现场查勘
未发现影响结构安全现象

7月5日中午1时许，资阳市住房和
城乡建设局通报称，该局4日上午接到万
达地下室渗水的反映后，立即到现场进行
查看。

通报称，经与建设单位（资阳万达广
场投资有限公司）、施工单位（中国建筑一
局（集团）有限公司）、物业单位（成都宏鹏
物业资阳分公司）共同查勘现场并核对施
工图纸，明确渗水部位位于T2#楼北侧车
库区域。

此后，住建部门组织相关责任主体单
位召开现场会，明确处理方案：1、立即采
取降排水措施，防止积水增多；2、组织相
关专家查明渗水原因后，迅速制定处理方
案；3、积极做好小区业主的沟通解释工
作，化解负面舆论。

通报称，7月 4日下午4时 30分左
右，建设单位、施工单位、设计单位、物管
单位会同成都市建科院专家对现场再次
查勘，并检查周围构件，未发现影响房屋
结构安全现象。结合现场踏勘、勘察设计
和施工相关图纸资料，成都市建科院专家
认定地下室渗水不会对主楼和车库的结
构安全造成影响。

通报称，该小区建设单位将组织专业
设计单位会同成都市建科院专家进一步
制定详细处理方案，住建局将持续做好跟
踪督促工作，确保问题处理到位。

运渣车闯红灯致3死1伤
司机车主工地挂靠单位都没跑脱

成都上半年查获近2万起运渣车突出违法

7月3日，一场暴雨过后，资阳万达广场相邻的万达华府小区内，地下车库
的地面突然冒出几股“泉水”。业主发现，“泉水”从4根立柱根部冒出，如同4
个“泉眼”，而且水流清澈。

这一现象引起业主对小区安全担忧。7月4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在现场看到，小区物业已在现场设置警戒线，并砌起隔离带引导水流进入窨
井，该区域所有车辆也已转移。楼盘开发商称，这一情况出现后，他们也很担
心，并从成都聘请了专家前来鉴定。

7月5日，资阳市住建局发布情况通报称，专家现场勘察后，未发现影响房
屋结构安全现象，同时立即采取降排水措施，防止积水增多。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田雪皎王祥龙摄影报道

业主担忧：房子还能不能住？
资阳住建局回应：专家现场查勘后未发现影响结构安全现象

地下车库冒“喷泉”

立柱冒出的水翻着水花。

冒水区域拉起警戒线。

7月5日，成都市交管局通报了
一起较大交通事故。今年4月12日
凌晨，一辆川A牌照的超载运渣车，
因闯红灯撞上一辆小客车，造成小
客车上 3 名乘客身亡，驾驶员受
伤。事发后，成都多个部门组成联
合调查组，从驾驶员、车主、运输公
司以及施工工地进行系统取证调
查，并迅速确定这四方的违法行为
和责任。

近年来，因运渣车造成的交通
事故频频发生，但在工程建设中又
离不开它们。如何减少运渣车交通
事故的发生率？运渣车存在哪些突
出违法？今年上半年，成都查获了
多少起运渣车突出违法？对此，成
都交警都作了权威回答。

业主现场查看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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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险！
高速路上逆行
司机驾照或被扣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力 杨涛）在高速路上，突
然遇上一辆逆行车，你会
不会惊魂？7月5日，有网
友就将这样一段视频上传
举报，称自己在途经雅西
高速荥经段时，一辆蓝色
汽车从弯道处逆行而来，
吓坏不少正常行驶的车
辆。随后，记者从四川交
警总队高速公路六支队获
悉，目前该逆行车辆已基
本锁定，正在进一步调
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
驾驶员将面临记12分等严
格处罚。

5日下午，记者联系上
发布这段视频的成都网
友。据介绍，6月 29日下
午2点左右，他在驾车前往
汉源湖，途经雅西高速荥
经段时，发现一辆逆行驶
来的蓝色汽车，“当时速度
并不慢”。

行车记录仪拍下这一
刻，视频中可以看到这段
道路只有两条车道，蓝色
汽车迎面逆行过来，最后
在画面中消失，整个过程
仅5秒左右，“很庆幸当时
车辆并不多，但如果在超
车状态下遇上，后果就不
堪设想了。”

高速交警介绍，在接
到举报后，他们立即组织
人员跟进调查，目前已基
本锁定这辆违法逆行汽
车。

对于司机逆行原因，
民警推测该车是为避开检
查，“在雅安南至荥经段，
我们设有检查口，很可能
是为了躲避检查才选择铤
而走险，具体原因还在进
一步调查中。”

4个月婴儿遇车祸
交警驾车送娃就医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力 实习记者 宋潇）虽然
是在深夜，但开车抵达医
院的李挺，手心里还是捏
了一把汗。7 月 4 日晚，
成都市崇州光华大道附
近，夜巡经过的交警李挺
发现前方发生一起交通事
故，还传来一阵阵婴儿啼
哭声。在发现孩子受伤
后，他让同事留在现场处
置，自己则带上婴儿直奔
最近医院。目前，孩子因
送医救治及时，暂无生命
危险。

“ 当 时 刚 好 巡 逻 经
过。”4日晚8点50分左右，
崇州交警大队城区中队中
队长李挺与两名同事驾车
经过光华大道二绕路口附
近时，发现不远处停有两
台受损车辆。就在他们准
备处置时，突然听到其中
一辆车上传来一阵婴儿的
啼哭声。

“是一个4个月大的男
婴，孩子头上有血迹。”李
挺说，第一时间是救治伤
者，话不多说，他让一名同
事留在现场处置，自己则
载上抱着孩子的爷爷，一
同赶去医院救治，“孩子的
哭闹变得断断续续，还出
现了喘不过气的情况。”

5分钟左右，这辆警灯
闪烁的警车，顺利抵达崇
州市人民医院。“看到孩子
得到救治，情况稳定了，我
们才离开。”李挺说，第二
天他再次向孩子家人确
认，孩子暂时没有生命危
险，情况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