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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22-31 C 21-27 C
多云间阴，

午后到傍晚有分散的雷雨
偏北阵风1-2级

阴天
有小到中雨
偏北风1-2级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7月5日晚，《英伦绅士UKEBOX尤
克里里弹唱音乐会》将在成都大喜时代
剧场举行；

7月5日至27日 孟京辉城市浸没剧
《成都偷心》将在成都域上和美先锋剧场
演出；

7月11日，四川锦城艺术宫将演出
音乐剧《熊猫秘境》；

7月13日至14日，俄罗斯芭蕾国家
剧院儿童版《天鹅湖》将在绵阳绵州大剧
院演出；

7月20日晚，成都特仑苏音乐厅将
举办德国创意钢琴互动音乐会《钢琴大
斗法》；

8月2日至3日，倪大红、孙莉领衔
主演的以色列剧作家汉诺赫·列文经典
作品《安魂曲》中文版将在四川锦城艺术
宫演出；

8月8日至10日，四川大剧院将演
出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1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16时）
AQI指数 125 空气质量 轻度污染
优：马尔康、康定、巴中、广元、内江、遂宁、
攀枝花、西昌、资阳
良：宜宾、达州、德阳、眉山、泸州、雅安、广
安、绵阳、南充
轻度污染：乐山、自贡

2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100—13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成都平原局部城市为轻度至中度污染，部
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东北局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分城市为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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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7月1日开奖结果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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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阵雨

阵雨

晴转阵雨

晴转阵雨

阵雨

晴转阵雨

晴

晴

晴转阵雨

晴转阵雨

晴转阵雨

阵雨

晴

晴

晴转阵雨

晴

晴

晴

晴

晴

12-21℃

11-18℃

19-28℃

22-33℃

21-27℃

22-27℃

24-29℃

22-27℃

21-26℃

22-27℃

22-27℃

23-27℃

23-29℃

23-29℃

23-30℃

23-31℃

23-29℃

24-34℃

22-29℃

24-31℃

阵雨转中雨

阵雨

阵雨

阵雨

阵雨转大雨

阵雨转中雨

阵雨转晴

阵雨转中雨

阵雨转中雨

阵雨

阵雨转中雨

阵雨

阵雨转晴

阵雨转晴

阵雨

晴

阵雨

晴

阵雨

晴

12-21℃

11-18℃

19-28℃

22-33℃

19-27℃

21-27℃

21-29℃

20-27℃

20-26℃

21-27℃

21-27℃

20-27℃

22-29℃

22-29℃

22-30℃

22-31℃

21-29℃

23-34℃

20-29℃

22-31℃

今日
限行 2 7
明日限行 3 8

超级大乐透第19075期全国销售
264828767 元。开奖号码：05、06、07、
11、16、02、11，一等奖基本4注，单注奖金
1000万元，追加2注，单注奖金800万。二
等奖基本102注，单注奖金360251元，追
加33注，单注奖金288200元。三等奖288
注，单注奖金10000元。本期开奖前奖池
资金高于15亿元，一、二等奖奖金按《中
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浮动奖奖金特别
规定》分配，详见中国体彩网公告。
4329058717.2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175期 全 国 销 售
15847796元。开奖号码：389。直选全
国中奖 5886（四川 515）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3 全国中奖 0 注；组选
6 全国中奖12713（四川1286）注，单注
奖金173元。17235877.83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175 期 全 国 销 售
10174352 元。开奖号码：38958。一等
奖 161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265635272.7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8月
30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沸点”栏目正式上线了！
“沸点”栏目专注民生监督。衣食住行、旅游购物、公共服务……凡与民生相关，

皆为“沸点”所关注。
同时，“沸点”栏目开通有奖爆料渠道，民众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不良现象、不公

平待遇，都可通过封面新闻APP爆料通道反映。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始终跟民众站在一起，维护民众利益。
民声所沸，使命所向。舆情鼎沸处，就是《沸点》选题簿。点将台上，击鼓进军；问题不解，

誓不鸣金。

民声所沸，使命所向
民生监督栏目“沸点”正式上线

曝光
沥青混凝土太薄：

“用手都可以捏碎”

大竹县观音镇至周家镇县道改
造提升建设工程，承载着沿线乡镇
数十万群众安全出行的重任。工程
开工以来，沿线居民一直对施工方
持支持态度，克服了因道路施工带
来的种种不便。施工快结束时，有
居民迫不及待上路“体验”——不曾
想，路面一处不起眼的小土包，竟然
没有被沥青混凝土遮住，大家因此
怀疑施工方偷工减料。

为验证这种怀疑，当地居民试着
用手抠出一块沥青路面，发现刚铺设
的沥青混凝土非常薄，“甚至用手都
能将抠出的沥青混凝土捏碎”！消息
传开，对施工方这种偷工减料的做
法，沿线居民表示了强烈不满。

在网友曝出问题前的 6 月 26
日，大竹县交通运输局派出工作人
员，对即将完工的路面进行巡查，也
发现了问题：部分路段在铺筑沥青
混凝土下面层的施工中，施工单位
铺筑的沥青混凝土不符合工程设计
要求，质量不过关。

得知情况后，该局立即约谈了
施工单位并下达整改通知书，责令
其立即返工，对不合格路段的沥青
混凝土下面层重新铺筑，严格按照
工程设计标准施工，确保工程优质
高效。

整改
施工方及时整改：

700米问题路段全部返工

“经技术人员现场勘查，发现达
不到质量要求的路面，共计300米
左右。”大竹县恒大交通发展有限公
司负责人刘全兵称，技术人员在巡

查过程中，还发现了另外一段约400
米的路段不达标：已铺筑的沥青混
凝土下方的稳定层存在问题。对这
一路段，监督人员也已要求施工单
位全部返工。

从6月27日开始，在大竹县交
通运输局工程技术人员现场监督
下，施工方已分步骤对不合格沥青
混凝土进行清除。截至6月29日下
午，所有不合格路段的沥青混凝土
已全部清除完毕。按照整改要求，

对这两段有问题的路段，施工方必
须严格按照设计标准重新铺筑。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刘
全兵解释称，两个问题路段都是缓
坡，施工单位当天在铺筑沥青混凝
土时，没有严格按照工序进行施工，
加之施工过程主要由机械设备完
成，路面铺筑过程中出现了工人操
作失误的情况（对机械设备调校不
准确），导致铺设出来的路面没有达
到质量要求。

家住成都的杨先生最近遭遇了
一件心烦的事儿。

6月初，杨先生在“58到家”平
台下了一个空调清洗的订单——以
435元的服务价格清洁3台挂机。
不料，58到家派出的空调清洁人
员，在清洁过程中弄坏了一部空
调。让杨先生无法接受的是，58到
家把责任“推卸”给保险公司，称根
据保险公司评估，只能以800块钱
价格赔付这部 4000元购进的空
调。

就此事，知名律师陈晔表示，家
政公司应承担直接责任，按照空调
的实际价值进行赔偿。

杨先生订单截图。

“铺的啥子沥青嘛，
手都可以捏碎！”

达州一县道改造质量不过关 施工方已返工并将被追责
▶大竹县观音镇至周家镇县道改造提升建设工程，

承载着沿线乡镇数十万群众安全出行的重任。

▶大竹县交通运输局称，他们高度重视涉及群众根
本利益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对出现工程质量问题保持
零容忍态度，对涉及的部门、单位、企业，将依法启动问
责程序。

435元“叫了个空调清洗”，空调却被“洗坏”

“58到家”的服务“不到家”？

“铺的啥子沥青嘛，完全是豆腐
渣！”近日，有网友向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爆料称，达州市大竹县观音
镇至周家镇的县道改造提升工程，
其中一段道路的路面工程质量太
差，部分路面铺设的沥青混凝土甚
至“用手都可以捏碎”。

7月1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从大竹县交通局获悉，截至
目前，该局下属的工程质量监督单
位——大竹县恒大交通发展有限公
司，已查明问题出现的原因。公司
负责人表示，将按照相关规定报请
相关部门追究施工单位的责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曾业 摄影报道

追责
施工方将被追责
可能面临行政处罚

大竹县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称，他
们高度重视涉及群众根本利益的基础设
施建设工程，始终坚持对交通建设项目
工程质量进行严格监管，对出现工程质
量问题保持零容忍态度，对涉及的部门、
单位、企业，将依法启动问责程序。

“目前，施工单位正在抢抓晴好天
气，对问题路面进行重新铺筑。接下来，
我们会将相关情况报送给相关部门，建
议追究施工单位的责任。”刘全兵告诉记
者，虽然出现问题的路段只有700米左
右，但施工单位仍然因此造成了不必要的
损失，由此可能会面临罚款等行政处罚。

“大竹县交通运输局制定有施工企
业‘黑名单’管理制度，若在工程施工中
出现重大失误且造成严重后果的，按照
相关规定，相关企业不仅要承担行政处
罚责任外，还可能被列入‘黑名单’，不得
再参与相关工程的招投标。”刘全兵解释
说，事发后，施工单位虽然在被大竹县交
通运输局约谈时表示会及时整改，也践
行了承诺，其整改态度和效果也得到了
问题路段沿线群众的认可，但可能依然
难逃被处罚的责任。

沥青混凝土层较薄。

监督施工单位整改。

58到家客服：
按照每年折旧40%

计算赔付额

据杨先生介绍，当时在维修人
员认定无法修复后，他便要求58到
家给个说法，而后者则回复称，因为

买了相应的保险，所以赔偿事宜会
由保险公司进行处理。而后，杨先
生接到保险公司电话，“对方说我的
空调，已经使用了六七年，最多只能
赔给我800元。”

6月30日，记者联系58到家客
服，对方表示杨先生接受的服务的
确实是由平台的自营店提供，也承
认空调清洗过程中存在过失。

而对于赔付金额，该客服解释：
“我们查询了空调型号，然后根据空
调原有的价格，通过使用年限折旧
进行计算而得出的。”按照一年折旧
40%计算，“这800元是我们能够给
到消费者最大的赔付额度了。”

消费者：
高服务费却买不到

高质量服务

800元的赔付为什么不能接受？
“费用高，服务就应该好嘛！谁

会想到空调反而被弄坏？”杨先生
说，家里的几台空调是进口的松下
空调（单机购买价格在 4000 元左
右），此前一直非常好用，根本没想
过换空调。

根据杨先生提供的订单信息显

示：3台挂式空调的订单金额总计
435元。

杨先生说，这样的价格不便宜，
可58到家平台的服务与价格并不匹
配，空调在清洗过程中被弄坏且无法
修复，可见平台招募的技术工人多么
外行。尤其是多次投诉，处理不积极
不及时不主动，至今“无下文”。

□律师

平台应按
空调实际价值赔偿

记者随后就此赔付争议联系了
重庆康渝律师事务所主任陈晔律
师。

陈晔称，雇员在履行职务行为
过程中导致的客户人身、财产损失
的应该由雇主承担责任，家政公司
和保险公司之间关于理赔数额的约
定效力仅仅及于家政公司而已，家
政公司应按照空调的实际价值进行
赔偿。

而记者咨询了一名二手空调市
场的卖家，对方表示这样的空调在
二手市场上可以卖到1000元左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尚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