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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缺德：
二楼住户雨棚被砸坏

“幕后元凶”是楼上抛垃圾

9月3日，成都金沙蜜地小区内，
陈女士戴着口罩，站在自家阳台上。
抬头望去，阳台上方一张中间加厚的
雨棚已被打穿，泡沫散落一地。

此时，站在阳台上，哪怕关着
窗，也能闻到阵阵恶臭，苍蝇更是
到处飞。据陈女士说，这种现象是
从上个月开始的，不知楼上哪些住
户，不断朝楼下扔垃圾并砸在雨棚
上。

久而久之，陈女士家的雨棚，也
就成了垃圾堆。各种刺鼻、难闻的味
道也出现了，天气热时气味更熏人，

“这还让不让人住了？”
这些堆积的垃圾中，有的是吃剩

的外卖食品，有的是废弃的包装袋、生
活垃圾。由于残留着油渍和菜叶，导
致雨棚上散发出阵阵恶臭。而陈女士
家楼下的草坪，也因此老鼠成群。

无奈：
物业天天清理
垃圾依然反复出现

陈女士曾向小区物业反映，但物
业工作人员也很无奈。

该小区物业服务中心安保负责
人吴师傅告诉记者，自从陈女士反映
后，物业就派人专门清理了雨棚上的
垃圾，也试图揪出乱扔垃圾的人。但
由于小区租户较多，人员流动大、人
员结构比较复杂，物业也没有更好的
办法。

有一次，他们在清理雨棚上的垃
圾袋时，发现一张外卖单据，上面地
址写着12楼08号的字样。于是，他

们去敲门，但屋内无人应答。后来
才得知，这家房子早就租出去了，租
户也已搬走。吴师傅无奈地说，无
法确定哪一栋哪一家朝楼下随手扔
垃圾。

于是，物业只好在楼道张贴警示
标语，提醒住户禁止高空抛物、不要
乱扔垃圾、严禁占用公共区域等。同
时采取措施，将楼道窗户用螺丝钉
封住，防止有人从楼道扔垃圾。物业
还专门派人在楼下盯守，但只能看到
垃圾从楼上飞下来，却看不清是从哪
一层抛出来的。

下一步，小区准备在陈女士家的
雨棚位置安装监控，实时查看楼上乱
扔垃圾的情况。

走访：
无视通知告示
仍有人我行我素

从陈女士家中阳台往上望去，刚
好对着每一层楼的楼梯窗户。陈女
士推测，雨棚上的垃圾，极可能是被
人从楼梯窗户扔下，并且扔垃圾的楼
层不会太高，“因为如果是从20多层
扔下来，很难直接砸在我家雨棚上。”

记者走访发现，该小区每一层楼梯
出口位置，都张贴有物业服务中心关于
禁止高空抛物、禁止占用公共区域、不
要乱扔垃圾的告示和通知。但就在一
旁，仍可看见在楼梯晾晒衣服、把公共

通道占为己有、乱扔垃圾的现象。
“跟人的素质有关系，是人的原

因。”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说，他们也曾
将垃圾桶放在每层楼的通道上，但不
久，没熄灭的烟头、食物残渣和油渍、
宠物粪便仍会出现，“天天弄，弄了又
有，没办法啊！”

而就在陈女士家隔壁，一名网吧
工作人员称，他们也常听到有东西掉
落砸在雨棚上的响声，“一天晚上，有
个小伙在这里抽烟，突然有玻璃渣落
了下来，好吓人！”

面对此类问题，陈女士有点害怕，
“不砸到人是小事，砸到人是大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宋潇
实习生 卢瑶

砰砰砰！清脆的声音再次响起，对于成都金沙蜜地小区二楼的住户陈女士来说，这
声音太过熟悉，“哪个又在楼上扔垃圾下来了！”

9月3日，望着自家被砸坏的雨棚，陈女士很是郁闷。从8月起，她家里的阳台位置，
就不断有东西从楼上砸下来，且都是一些食物残渣、废弃生活用品和外卖垃圾。陈女士
平时哪怕是在自己家里，也不敢轻易走到阳台，总担心被砸中。

对此，小区物业采取过各种措施，包括在楼道张贴提醒通知、人工清理垃圾、封掉楼
道窗户等，但垃圾总是在清理干净后又反复出现。由于小区人员流动大、构成复杂，导
致物业在管理和引导时，总是困难重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于婷 实习生卢瑶 摄影报道

成都一小区频现高空抛物
二楼雨棚被砸坏垃圾成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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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2019年一2010年茅台酒
1800 ~ 2500元/瓶(全品相不跑酒)

2010年一2005年茅台酒
2500 ~ 3000元/瓶(全品相不跑酒)

2005年一2000年茅台酒
3000 ~ 4000元/瓶(全品相不跑酒)

2000年一1995年茅台酒
4000 ~ 7000元/瓶(全品相不跑酒)

1995年一1990年茅台酒
7000 ~ 10000元/瓶(全品相不跑酒)

1990年一1985年茅台酒
10000 ~15000元/瓶(全品相不跑酒)

1985年一1980年茅台酒
15000 ~ 20000元/瓶(全品相不跑酒)

1980年一1975年茅台酒
20000 ~ 50000元/瓶(全品相不跑酒)

1975年一1970年茅台酒
5万~ 8万元/瓶(全品相不跑酒)

1970年一1965年茅台酒
8万~ 15万元/瓶(全品相不跑酒)

1965年一1960年茅台酒
15万~ 50万元/瓶(全品相不跑酒)

1960年一1952年茅台酒
50万~ 220万元/瓶(全品相不跑酒)

为筹建老酒展览馆需要，现面向社会高价回收2019—1952年各种茅台
酒、五粮液。老款52度以上剑南春、郎酒、董酒、泸州老窖等各种地方
名酒、各种洋酒、各种虎骨药酒等陈年老酒！老酒本身就难以保存，
为了避免老酒出现跑酒、品相破坏、价值丧失等现象，在此特别提醒广大
市民朋友，请您抓紧时间对家中现有不喝的各种名酒老酒进行及
时处理，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浪费!(另收1990年一1960年老茅
台酒瓶10个,展示用。每个200元~ 500元)

收购时间:2019年9月3日一9日截止，早8:00一晚8:00。请大家莫失良
机!对于年纪偏大或交通不便的市民,成都各区我们提供上门回收，价格不变。

正规收购 诚信第一
需要上门的市民请拨打公司 免费电话:400-8860-179

（我们会在2 小时内上门,非卖勿扰）

短信、微信发送至198 5141 8597
收购地址：成都市锦江区人民南路二段80号，锦江宾馆7楼，3702会客

室。（楼下不设人员接待，到酒店大堂直接乘坐电梯至7楼）
乘车路线：8路，16路，45路，61路，63路，78路，99路，118路到锦江宾

馆站下，下车即到；地铁乘1号线到锦江宾馆站B出口
我们郑重承诺：所有老酒收购成交信息，将为客户朋友保密，绝不对外

泄露。 安徽怀松酒业有限公司

鉴定 评估 变现

广告

高价回收茅台酒
——成都站——

（老酒收购） (以下为1斤装500毫升53度
茅台酒价格，非一斤装价另议)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9月5日晚，成都新声剧场将演出第
二届四川艺术节参演剧目《红盐》；

9月6日晚，成都华侨城大剧院将演
出第二届四川艺术节参演川剧《金沙江
畔》；

9月7日，先锋爆笑互动戏剧《我是
谁》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演出；

9月13日至14日，开心麻花爆笑舞
台剧《莎士比亚别生气》将在成都东郊记
忆演艺中心演出；

9月19日，第二届四川艺术节话剧
《红色征途》将在成都新声剧场演出；

10月11日，《李云迪奏鸣曲2019世
界巡回钢琴独奏音乐会》将在成都世外
桃源大剧院举行；

10月19日，德国原版绘本启蒙交响
音乐会《放屁大象吹低音号之熊猫绝密
计划》将在成都大喜时代剧场举行；

10月11日至12日，四川大剧院开
幕大戏歌剧《图兰朵》将隆重上演。

3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成都（16时）
AQI指数 40 空气质量 优
优：攀枝花、马尔康、康定、广元、巴中、遂
宁、内江、乐山、西昌、雅安、眉山、资阳、
绵阳、泸州、达州、德阳
良：宜宾、广安、自贡、南充

4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36—66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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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9月3日开奖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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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冰清

7 星 彩 第 19103 期 全 国 销 售
11747728元。开奖号码：0631596，一等奖
0注；二等奖8注，单注奖金38111元；三等
奖150注，单注奖金1800元。45794779.99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19239 期 全 国 销 售
17409568元。开奖号码：491。直选全国
中奖4534（四川225）注，单注奖金1040元；
组选6全国中奖17903（四川1109）注，单注
奖金173元。16848024.87元奖金滚入下
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239 期 全 国 销 售
10334126元。开奖号码：49161。一等奖
21注，单注奖金10万元。320448592.68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1月
4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看本文视频

扫二维码

宠物狗，是不少人生活里的陪伴
和精神寄托，但若是主人管理引导不
当、责任感缺失，则会给他人带来困
扰和伤害。随着城市居民养狗数量
的增加，宠物狗伤人事件频发，因此
引发的矛盾纠纷也屡见不鲜。

9月3日，本报就成都市郫都区
成都后花园小区内发生的68岁陈大
爷被狗“撞翻”一事进行了报道。至
今仍躺在医院的陈大爷，还需进行约
3周的牵引治疗，而原本和睦的邻里，
也因治疗费的问题“闹掰”。在这一
事件中，究竟谁该为数万元的治疗费
买单？如何养狗才能不给他人添
堵？记者就此咨询了相关法律专家。

网友热议/
遛狗不拴绳导致狗伤人

8月25日晚上7时许，郫都区成
都后花园小区，68岁的陈大爷吃完晚
饭在院子里散步。一只小狗从他的身
后跑来，同时，一侧的绿化带里又窜出

另外一只小狗，将陈大爷撞倒在地。
随后，陈大爷被送医治疗。经过

诊断，他左肩、胯骨等处骨折，前期手
术治疗已预付了3万余元，后续还需
进行牵引等治疗。邻里之间，因治疗
费的问题闹得很不愉快。

近年来，狗伤人的话题引发热议
不断。除了“狗咬人”这种直接伤人
的情形外，像陈大爷一样，被狗碰撞
受伤，甚至没有发生接触，仅仅因为
受到狗的惊吓而摔伤的事件也频频
发生。

2018年8月，成都锦江法院就审
理了一起因养狗人遛狗未拴绳，引发
行人受伤的人身损害纠纷案件：市民
赵某某带着哈士奇狗在自家楼下遛
弯时未拴狗绳，恰逢同一小区的陈某
某外出买菜，坐在路边石椅上整理
鞋，起身时，被眼前突然冒出的哈士
奇吓得摔倒在地，而后无法站立，送
医后被诊断为腰椎骨折，鉴定为伤残
10级，治疗共花费7996.15元。最终，
法院判决狗主人承担侵权责任，赔偿

伤者医药费、伤残补助金等各项费用
共计4.8万余元。

对此，网友纷纷评论：“遛狗不拴
绳，等于狗遛人。”“养狗之人，要是没
有道德，邻居很受害。”

律师说法/
饲养人或管理人承担侵权责任

根据《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规
定，养犬人携犬出户，应遵守相关规
定，其中包括将犬只装入犬笼、犬袋
或者由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使用犬
绳牵领。但生活中，很多狗主人都存
在不遵守上述规定的情形。

比如在本次事件中，未直接触碰到
陈大爷的狗就未拴狗绳，也正是由于它
的跑动引起了另一只小狗的注意，并最
终酿成意外。遛狗拴绳，不仅是对他人
的尊重，更是对宠物犬的负责。

针对此类狗伤人事件中责任划
分与认定问题，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咨询了太琨律（成都）四川琨
爵律师事务所主任朱界平。

朱界平介绍，《侵权责任法》第七
十八至第八十条规定，“饲养的动物
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
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违反管理
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
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应
当承担侵权责任。”

由于本案件损害的发生是由两
只狗的共同行为所导致的，因此两只
狗的饲养人应该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针对伤者家属所提出的，目前案
件中涉及赔偿顺序的相关问题，是应
该先由伤者家人垫付治疗后追究狗
主人责任并赔偿，还是应当由狗主人
直接承担并支付治疗费？朱律师介
绍，这可以由双
方协商解决，若
解决不了，可走
法律程序。

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
记者于婷

实习生卢瑶

新华社贵阳9月3日电 记者从
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贵阳
车务段获悉，9月3日16时40分，新
建成贵铁路云南省新街站至威信站
铺轨现场K388+451处，随着最后一
根钢轨稳稳落下，标志着该条铁路全
线铺轨完成。

成贵铁路为客运专线，全长约
632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小时。
其中，成贵铁路成都至乐山段已于
2014年12月先期开通运营，乐山至
宜宾段已于2019年6月15日投入运
营，而宜宾至贵阳段正在抓紧建设中。

成贵铁路宜宾至贵阳段全长约
370公里，共有隧道139座、桥梁269
座，桥隧比高达85%。该段线路铺轨
自2018年10月开始，共完成正线铺
轨约485公里。

成贵铁路全线通车后，将形成新
的出川铁路大通道，并进一步缩短我
国西南地区乃至西北地区与华东、华
南地区间的时空距离。同时，对于加
快川滇黔三省城市群建设和经济社
会发展，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具
有重要意义。

目前，成贵铁路宜宾至贵阳段已
进入静态验收收尾工作，下一步将进
入联调联试阶段。

律师：两只狗的主人应负连带赔偿责任
|“大爷被狗‘撞翻’”追踪|

成贵铁路
完成全线铺轨

陈女士家的雨棚正对每层楼梯窗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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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冷暖

窗外雨棚上垃圾成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