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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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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空气质量

成都（16时）
AQI指数 34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广元、内江、遂宁、宜宾、资
阳、西昌、攀枝花、广安、雅安、乐山、巴
中、德阳、南充、绵阳、康定、达州、自贡、
泸州、眉山

同呼吸

19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65—95 空气质量等级：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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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7月18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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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上海歌舞团将在宜宾酒都
剧场演出舞剧《朱鹮》；

7月21日，上海歌舞团将在泸州中国
酒城大剧院演出舞剧《朱鹮》；

7月21日至8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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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日至28日，四川歌舞大剧院将
演出话剧《家长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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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月20日至25日，东郊记忆·演艺中
心将演出世界经典原版音乐剧《猫》。

排 列 3 第 19192 期 全 国 销 售
16439806元。开奖号码：729。直选全国
中奖10741（四川658）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6全国中奖15617（四川1332）注，
单注奖金173元。16965602.87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192 期 全 国 销 售
10504650元。开奖号码：72947。一等奖
94注，单注奖金10万元。283878996.30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9088期全国销售
24707854 元 。 开 奖 号 码 ：
01131333030313，一等奖全国中奖6（四川
0）注，二等奖全国中奖955（四川48）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088期全国销售
10355748 元 。 开 奖 号 码 ：
01131333030313，全国中奖2780（四川
126）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097全国
销 售 189760 元 。 开 奖 号 码 ：
003133333333，全国中奖5（四川0）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102全国销售
631604元。开奖号码：11302021，全国中
奖271（四川27）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9月
16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申梦芸

日前，北京市场监管局通报的一份“流通领域家具类商品质量进行抽
检”结果，引起众多消费者的热议。该抽检结果显示，被检出不合格的11
件家具样品中，有6件来自无印良品，另有2款来自宜家。

7月18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走访了成都市锦江区两家无印
良品门店，发现被通报的不合格商品仍在销售。

通报显示，6件来自无印良品的
不合格家具，主要问题是标称材质
与实际材质不符。

6款由无印良品（上海）商业有
限公司生产的不合格家具，包括衣
架、餐桌、实木椅、沙发椅、边桌台
等，有5件标称材质与实际材质不
符。

其中，3件标称材质为“胡桃木”
的沙发椅产品，实际材质是黑核桃
或胶合板；另外两件标称：榉木实
木，实际是水青冈；标称白橡木，实
际上是纤维板。

此次抽检还发现，有两款宜家
的储物组合（儿童柜和儿童衣柜），
孔及间隙项目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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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发生两次险情
一人获救一人死亡

7月12日上午10时许，德阳市消
防救援队接到报警，德阳经开区绵远
河老八角大桥处有人被困在河中央，
情况十分危急。十多分钟后，救援人
员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最终在消防员
的帮助下，老人成功脱险。

记者从德阳消防救援队获悉，当
天一早，老人便来到该河段钓鱼，后河
水突然上涨，很快便被河水围困。情
急之下，老人自己拨打报警电话求
助。好在救援人员及时赶到，老人成
功脱困。

12日下午，56岁的德阳市旌阳区

男子刘某来到绵远河德阳八角段河道
撒网捕鱼，捕鱼水域位于该河段的柳
梢堰闸桥下。突然听到轰隆隆的声
音，水闸开了！刘某迅速被激流卷入
河中。

12日下午5时20分，几支救援队
伍获悉后赶到现场，立即展开搜救。
不过接下来三天的搜救都没有结果。

7月16日，广汉市公安局传来消
息，在绵远河下游支流广汉连山老大
桥河段，刘某的尸体被找到。

事发河段设有喇叭
家属表示未闻警报

7月17日中午，记者来到了事发河
段。

在柳梢堰闸桥到金沙江大桥间的
大约1公里绵远河河道内，河床只占整
个河道的一小部分，绝大部分是水草丰
茂的河滩。在堤岸下或河滩上，约有10
名市民在钓鱼或张网捕鱼。河岸上，大
约每100米就有一处当地政府竖的警
示标语，上面写着“严禁在河道内采
砂、取石、垂钓、游泳、放牧、游玩等”。

闸桥的一端，则是“德阳市水务局
执法基地”。一名工作人员表示，闸门
的开关采取人工和自动相结合的方
式，“如果遇到啥子事情，我们接到通
知就手动关闭。高音喇叭在放水前1
到3分钟自动会响。”

不过，死者刘某的亲属黄先生并
不认可这种说法。他称自己在事发当
天赶到现场。“我下午两点多的，晚上
11点左右离开。期间开闸放水几次，
但从未听见喇叭报警，也没看见警报
灯闪烁。”

当地部门称监管到位
水利局“不作回应”

据了解，柳梢堰闸桥以下属德阳
市旌阳区八角井街道（德阳经开区代
管）管辖，日常的巡逻管护由街道办农
办具体负责。农办负责人代德安介
绍，汛期到来，“巡逻人员进行不间断
巡逻，村上、社区也在不间断巡逻。我
们还做了19块公示牌，全部立在了河
边。”

代德安说：“出了禁渔期之后，在
汛期，我们也在进行巡逻。上午、下
午，有时晚上也在巡逻。按照《防洪
法》的规定，是不允许下河捕鱼、钓鱼
的。”

对于在河道内钓鱼、捕鱼的人员，
代德安表示，巡逻队员都会劝离。“但

劝离之后，前脚一走，后脚又有人下去
（钓鱼、捕鱼），我们也没办法。”

近期，该河段接连发生两起钓鱼
人员被困及捕鱼人员被冲走事件。代
德安说，当时“应该有”巡逻人员在该
河段进行巡逻，并进行了劝离。对于
河道防汛和安全巡逻等相关工作，代
德安认为相关的监管工作是到位的。

“汛期，我们的巡逻人员全部是到位
的，公示牌也是有的。按照《防洪法》
的规定，我们只能劝离。”

随后，记者来到德阳市水利局闸
管处就相关问题进行采访，闸管处处
长袁明出示河道沿线的相关警示牌照
片后说，相关问题可查询“水法”，并表
示不作任何回应。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王攀王祥龙

川籍农民工讨医疗费遭遇“拖死
你”案结案了。

日前，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
终审判决，由两家责任单位赔偿农民
工罗文216.1万余元。

三年前，川籍农民工罗文在深圳东
康电力设备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康电
力）的安排下，前往云南昆明呈贡区某
楼盘进行环保工程施工。不料，工地墙
体垮塌砸中他腰椎，从此瘫痪在床。

治疗期间，罗文妻子和母亲讨要

医疗费遭遇“拖死你”。今年2月15日，
昆明市呈贡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楼盘
开发商和承建方共同赔偿罗文216.1
万元。两单位不服，提出上诉。

2019年7月18日，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从罗文处了解到，6月27
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
终审判决。

罗文提供的判决书显示，昆明中院
认为，综合各方诉辩主张，本案争议焦点
在于：两家上诉单位应否就罗文的人身

损害承担责任？罗文的损失如何认定？
昆明中院认为，罗文因建筑物倒

塌受伤，其有权选择按照建筑物、构筑
物倒塌致人损害的法律关系，向建筑
物的建设单位、施工单位主张赔偿责
任，一审法院按照法律关系对本案进
行的判决并无不当。

同时，罗文已提供被告所有的建
筑物倒塌将其致伤的事实和证据，罗文
受伤与通风管隔离墙倒塌之间存在因
果关系，本案倒塌墙体是云南白药公司

负责建设，云南白药置业有限公司是建
设单位，其理应与施工单位中国五冶集
团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上述两公司提出的无过错不应承
担责任的主张，并无有效证据加以证
实，不予采纳。

最终，昆明中院作出终审判决，驳
回两家公司的请求，维持原判。

目前，罗文正在等待被告方的赔
偿款执行到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刁明康忻晓松

胶合板冒充胡桃木
无印良品家具被曝不合格

记者走访成都门店，不合格商品仍在销售

7月18日，记者走访了无印良品
部分成都店铺，发现部分“上榜”不
合格商品目前仍有售卖。

其中，位于成都锦江区一家店
铺内，一款标价8500元的“胡桃木实
木椅”仍摆在店铺内销售，产品标
称：结构材料为天然木材（黑胡桃）。

然而，在北京市场监管局通报
的不合格检验名单中，这款产品标
称材质与实际材质不符，产品的实
际材质为黑核桃或胶合板。记者对
比了这款在售产品的规格、型号、产
地等，与问题产品均一致。

另一件“组合实木架”产品在成
都两家店铺内均有销售，产品主要
材质为白橡木，然而被通报实际材
料为纤维板。

不合格产品为何依然在售？对
此，两家店铺相关负责人皆表示，目
前店铺暂未收到任何产品撤柜通
知，具体情况需向品牌公关部门咨
询。

7月18日下午，记者就不合格商
品仍在销售一事，向无印良品品牌
公关部发去询问电子邮件，截至发
稿并未收到回复。

北京市场监管局目前已对不合
格商品的销售者依据《产品质量法》
相关规定进行处罚，同时，督促全市
销售者做好相同生产者、相同型号
不合格商品的退市工作，对于拒不
履行退市的销售者予以查处。

另一方面，由于消费者购物时

只能看到标签和小票（收 款 凭
证），一般买到家才会拆开包装。
因此，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当遇
到商品标签、收款凭证上显示的
木材名称与实际不符时，要留好
相关证据，以便维护自身的合法
权益。

不合格家具曝光：
标称“胡桃木”，实为胶合板

走访成都门店：
部分不合格商品仍有售卖

监管部门提醒：
购买需谨慎，留好相关证据

大坝开闸放水致捕鱼者死亡
■死者家属质疑：放水前并无警报提醒 ■当地回应：汛期禁止下河捕鱼、钓鱼

川籍农民工讨医疗费遭遇“拖死你”
二审维持原判，责任单位赔偿216万

7月12日上午，一名老大爷在德阳
经开区辖区的绵远河柳梢堰闸坝下游
钓鱼，不料河水突涨，老大爷被困河中
央。幸好救援人员及时赶到，将其营
救上岸。

当天下午，56岁的男子刘某到闸坝
下河道撒网捕鱼。在捕鱼过程中，闸门
放水，刘某被倾泻而下的河水卷走。7月
15日，刘某的尸体在绵远河下游支流广
汉连山老大桥河段被警方找到。

事发河段的水闸由德阳市水利局
闸管处直接负责。7月17日下午，华西
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就水闸开关等
相关问题采访了该局闸管处处长袁
明，对方表示，现场已明确设置了禁止
钓鱼、捕鱼等警示标语，除此之外，不
作任何回应。

▲7月 18日，记者走
访位于成都市锦江区的无
印良品门店。

◀被曝光的不合格家
具黑胡桃实木椅仍在该门
店销售。

救援队在绵远河柳梢堰闸坝搜救落水捕鱼者。 德阳登协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