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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3 32
中到大雨
偏北风1- 3级

C23 35
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
雷雨，雷雨时有短时阵
性大风，个别地方大雨
到暴雨
偏北风1- 3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吴冰清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16时）
AQI指数 103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雅安、西昌、广安、巴中、广
元、内江、宜宾、遂宁、乐山、德阳
良：康定、南充、达州、眉山、泸州、绵
阳、攀枝花、资阳
轻度污染:自贡

25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97—125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部分城市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东北部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区域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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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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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
18086期开奖结果：16、22、24、29、31、
04、05，一等奖2注，每注奖金1000万
元。一等奖追加0注；二等奖26注，每
注奖金359527元。二等奖追加10注，
每注奖金215716元；三等奖457注，每
注奖金8224元。三等奖追加145注，每
注奖金4934元。（61.47亿元滚入下期奖
池）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199期开
奖结果：442 直选：3999（286）注，每注奖
金1040元；组选3：3318（225）注，每注
奖金346元；组选6：0注，每注奖金173
元。（1078.1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中
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99期开奖结
果：44290 一等奖：18注，每注奖金10
万元。（2.51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资阳交警“清单式”
开展夏安行动取得实效

华西都市报讯（罗军 记者 田雪皎）
历时4个月，资阳公安交警夏季交通安
全综合整治行动中，以“防风险、保平
安、护发展”为主线，“清单式”推进各
项工作开展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效，确
保了全市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强有力的维护了经济社会稳定和持续
发展。

夏安行动开展伊始，资阳交警支队
及时印发了“夏安行动整治工作方案”，
拟定了各项整治工作开始及结束的时间

“清单”。随后，资阳交警支队细化任务
“清单”，落实责任“清单”，总结经验“清
单”，形成长效整治工作机制。

据统计，夏安行动期间，全市交警部
门共排查较低级道路隐患8处，一般级
道路隐患11处，逐月通报抄告重点运输
企业、驾驶人违法事故隐患173起；累计
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119133起。

资阳雁江：
“闲聊”撕开公款旅游伪装

华西都市报讯（刘艳 记者 王祥龙
田雪皎）近日，在每天例行的组务会上，
资阳市雁江区委第一巡察组的财务人员
汇报有关情况。一张2014年元月旅行
社出具的发票，显示某单位分两批安排
22人调研，费用共计34660元。调研地
点、调研内容等事项不详。

掌握情况后，巡察组一方面让该单
位提供调研方案，一方面开展专题谈
话。该单位提供的方案中显示，调研了
荥经县、汉源县、石棉县、冕宁县的四家
单位。但参加谈话的人员却都说只去过
冕宁县的一家单位，还顺道去了西昌卫
星发射中心和彝海。

/别克轿车当事人/

8万多医药费
不知找谁付

7月 25日上午10点过，记者来
到医院时，白色别克私家车驾驶员大
明正趟在病床上，身上有几处明显的
伤痕。而一旁病床上，大明的妻子小
洁，断了十几根肋骨，正躺着打点滴，
脸上、身上均是伤痕。十多分钟后，
小洁被推进手术室。他们一岁零几
个月大的孩子在另外一个病区，由家
属照顾。大明说：“现在还欠着医药
费，没有交手术费。保守估计妻子的
手术费要5万元，孩子手术费要3万
元。”

大明介绍，事发当晚，他开着自
家的白色别克轿车，在南广大溪口立
交桥上正常行驶，约 60 公里的时
速。突然间，对面来了一辆车，瞬间
就撞上了。“当时一秒反应时间都没
有，冲击力太大，撞上感觉就像爆炸
一样……”

“被撞后，我女儿一两分钟后才
哭出来。”大明说，车子瞬间就被撞变
形了，车门无法打开。看到车在冒
烟，他拼尽全力撞开车门，把妻子和
女儿挨个从后排救出。“当时娃娃一
直不停在哭，妻子已经昏迷了。而对
方司机长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

眼下，大明最为糟心的是手术及
医疗费。“我们东拼西凑，自己交了部
分医药费，但实在无能为力这高额的
手术费。医生说，我女儿的腿已骨
折，如果不尽快手术，以后可能出现
残疾的情况……希望共享汽车公司、
肇事者、保险公司，能尽快垫付我们
的手术费，非常急，拖不得。也希望
交警部门尽快下达责任认定书，进一
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当天上午11点过，就在这间病
房，小洁的父亲老李告诉记者，7月
23日上午，他去找了肇事者，但对方
说拿不出钱。他后去找了共享汽车
公司，后者表示，这个事情不能怪他
们，东西是他们的，但车祸是人为
的。当日下午，他们又去了交警部门
协商，但未果。除了最早垫付的5万
元，共享汽车公司坚持不再垫款，转
而协调保险公司付钱。“但直到现在，
都还没有看到钱打过来。”老李还说，
肇事者父亲拿了 3000 元来当医药
费，此外便再未付其他费用。

/共享汽车驾驶人/

记不清楚
当时任何情况

在医院的同一个病区，记者见到
了当晚驾驶共享汽车的小方及其家
属。小方躺在病床上，无法动弹，说
话声音很微弱，脸上、身上也都是伤
痕，腿受伤尤为严重。

当记者问及小方事发当晚究竟
发生了什么、车速有多快、车况如何
等，他始终说不知道，记不起当时的
情况。再问他开车前是否饮酒，他说
不知道。小方的堂哥告诉记者，小方
今年24岁，拿到驾驶证已经有6年
了。至于其他情况，他也不甚清楚。

小方父亲告诉记者，他们是南广
镇山上的普通农家，以务农为生。当
天晚上11点过，接到交警通知后，他
们才知道出了事。事发后，共享汽车
公司的人员到病房了解过基本情
况。他们也去看望过对方当事人，分
别向白色别克轿车当事人和电瓶车
当事人支付了3000元的费用。

方父表示，凭良心说，他们是该
出钱，但是四五个人受伤，不是几千
上万元就能解决的，他们确实拿不出
那么多钱，他们自己也没有钱付医药
费，一点办法也想不出来。

至于是否说过“我儿子居然会开
车啊”这样的话，方父予以断然否
认。他说，儿子考驾照的钱是他出
的，他肯定知道儿子会开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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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警部门/

案件正在办理中
暂未下达
事故责任认定书

7月 25日，一名当事人家
属向记者提供了一份宜宾市
公安局物证鉴定所出具的检
验报告复印件。该报告显示，
2018 年 7 月 21 日 21 时 40 分
许，小方驾驶川Q牌照小型轿
车在大溪口立交桥与大明驾
驶的小型轿车和另一市民驾
驶的二轮电动车相撞，造成人
员受伤、车辆受损的交通事
故。检材和样本为小方血液
三份，检验意见为送检血液中
检 测 出 乙 醇 成 分 ，浓 度 为
97.86mg/100ml。

随后，记者致电宜宾交警
核实情况。一名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目前该案是 5 人受
伤，无人死亡，事故责任认定
书暂未下达。至于是否涉嫌
酒驾等问题，该工作人员表
示，他不清楚，目前案件正在
办理中。

律/师/说/法

可主张
交强险医药费
限额部分先行垫付

对于此交通事故中的赔
付责任等问题，四川契合律师
事务所副主任律师高婷认为，
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伤者目前
可以向肇事车辆的承保方主
张在交强险医药费限额部分
先行垫付。若交强险医药费
限额部分不足，则可以依据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六条
向人民法院就医药费部分申
请先予执行。

赔偿
尴尬

随着共享汽车的兴起，今年6月中旬，宜宾也迎来首批共享汽车，
深受市民关注。然而，上市一个多月后，共享汽车在给市民带来便
利的同时，也遭遇了尴尬。一起共享汽车发生的车祸，继而引发的
赔偿及共享汽车安全保障等问题，遂成为了市民关注的焦点。

7月21日晚9点过，宜宾大溪口立交桥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从监
控视频中可以看到，一辆白色共享汽车突然冲过防护栏蹿到对侧车道，与
一辆行驶中的白色别克轿车和一辆电瓶车相撞，共享汽车几乎变形，别克
轿车受损程度也不轻。

7月23日，别克轿车当事人的亲属发布了一篇题为《我是大溪口车祸
私家车受害者家属，后天做手术要8万元，没有人出来承担责任》的网帖。
帖子内容显示，当事人需要8万余元手术费，但肇事方一次性拿不出那么
多钱，共享汽车公司的工作人员却称“麻烦你们告赢了再过来要钱”……

7月24日，宜宾本地一微信公众号发送推文，文章转述别克轿车家属
的话称，“我们家属和肇事者家属去交警部门处理的时候，听到肇事者父
亲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儿子居然会开车啊’。”

那么，这起交通事故当时究竟是什么情况？事故责任如何认定？共
享汽车公司的工作人员是否说过这些话？肇事者究竟会不会开车、有没
有驾照？别克轿车的当事人和电瓶车当事人医药费该何方赔偿……带着
这些疑问，7月25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进行了多方走访。

宜宾共享汽车出交通事故

7月25日中午，记者来到涉事共享
汽车的管理公司——宜宾宜行汽车科
技有限公司。据该公司工作人员介绍，
车祸第二天，公司便向白色别克轿车的
当事人和电瓶车当事人总共垫付了5
万元的医药费用。目前，公司正在协调
保险公司，垫付相关费用。据称，该公
司属于国有企业，有相关规章制度。

据共享汽车公司了解，驾驶人小方
无业，家庭条件不好，2015年拿到机动
车C1资格。此次，小方是用自己的信
息登记，当晚也是本人驾驶该车辆。据
称，出事的车辆驾驶证登记的使用性质
是营运车辆。至于该车购买的保险情
况，受访工作人员表示“不清楚”。

对于市民关心的共享汽车养护、
信息安全等问题，工作人员回应称，使
用共享汽车的用户要先在公司提供的

平台上注册，上传身份证、驾驶证等资
料，交付押金，后台审核并通过公安部
人脸识别系统识别后，才能有共享汽
车的驾驶资格。目前，宜宾市场6月
份总共上市了40辆共享汽车，城区总
共有12个停放点，5名养护人员每天
逐车进行养护与察看。至于公司如何
避免酒驾、违章等情况发生，他们表
示，将尽量做更多的宣传，把提示等做
得更醒目。

对于网帖中，关于“麻烦你们告赢
了再过来要钱”的质疑，工作人员认为
那是断章取义，并称网帖对公司造成的
损害，将会通过法律手段予以维护。该
工作人员表示，其他更进一步的情况，
公司人员暂时不便接受采访。等交警
责任书下来后，他们会处理后续事情，
公司应该承担好多责任，肯定要承担。

8万多医药费不知找谁付

/共享汽车公司方/

已垫付5万元等待事故认定结果

白色别克私家车上的伤者在医院接受治疗。

涉事共享汽车的管理公司
——宜宾宜行汽车科技有限公
司。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伍雪梅摄影报道

（文中所涉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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