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体育彩票10月24日开奖结果

体彩

成都（16时）
AQI指数 15 空气质量 优
优：马尔康、康定、绵阳、攀枝花、广元、资
阳、内江、巴中、遂宁、达州、泸州、雅安、
宜宾、南充、西昌、广安、自贡、眉山、乐
山、德阳

25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25—45
空气质量等级：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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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11-16 C
阴天有小雨

偏北阵风3-5级

11-15 C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阴天，早晚有小雨
偏北风1-2级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吴冰清

锦绣四川
好戏连台

10月26日至27日，第12届中国音
乐金钟奖小提琴组决赛将在成都城市音
乐厅举行；

10月27日，第12届中国音乐金钟
奖贵阳交响乐团专场音乐会将在成都特
仑苏音乐厅举行；

10月31日至11月2日，四川大剧
院开幕演出季——韩雪、刘令飞领衔主
演音乐剧《白夜行》将隆重上演；

11月10日，乌克兰原版奇趣亲子互
动默剧《疯狂的废纸世界》将在成都大喜
时代剧场演出；

11月21日至22日，四川大剧院开
幕演出季——百老汇原版音乐剧《芝加
哥》将在四川大剧院演出；

11月29日至30日，四川大剧院开
幕演出季——陈佩斯喜剧作品展演《阳
台》将在四川大剧院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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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列 3 第 19283 期 全 国 销 售
17289792元。开奖号码：049。直选全
国中奖 5553（四川 187）注，单注奖金
1040 元；组选 6 全国中奖 10026（四川
655）注，单注奖金173元。21504650.43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19283 期 全 国 销 售
10551458元。开奖号码：04944。一等
奖 14 注 ，单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75066744.18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9141期全国销售
44504388 元 。 开 奖 号 码 ：
30003333003031，一 等 奖 全 国 中 奖
21136（四川1082）注，二等奖全国中奖
220991（四川11425）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9141期全国销
售 19972802 元 。 开 奖 号 码 ：
30003333003031，全国中奖591854（四
川29849）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19153期
全国销售 533636 元 。开奖号码：
133310003300，全国中奖356（四川17）
注。

足球4场进球第19158期全国销售
750798元。开奖号码：10132012，全国
中奖59（四川1）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9年12
月23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
准。

10月22日，遂宁人汪先生向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投诉称，
2017年6月，他花费9.8万元，

在位于德阳广汉市的四川华磊华扬机械
销售有限公司购买一台破碎机。在质保
期后的一年内，连续四次出现轴板、轴
承、动颚断裂损坏，前后花费10多万元
进行维修。机器第四次修好使用不超过
两个月，动颚再次断裂，他怀疑该机器存
在质量问题。

2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电话联系上四川华磊华扬机械销售有限
公司负责人刘先生，他表示汪先生的设
备损坏，不能排除人为因素。此外，公司
在汪先生自费维修过程中，给予了一些
支持。如果汪先生对产品质量存疑，可
以找权威部门鉴定，再走法律程序解决。

购机人
保修期后一年多

四次损坏花费10多万维修

遂宁人汪先生，一直在甘肃陇南
市打拼，从事建材、砂石生意。2017

年，四川华磊华扬机械销售有限公司
一名销售员向他推荐公司销售的破碎
机。“考虑到是四川老乡，我就回来考
察了一下，当时说是广州一家机械厂
的设备。”汪先生说，几经考虑，他便订
购了一台，花费9.8万元。

汪先生介绍，2017年 6月，他提
货运往甘肃陇南。设备上的牌子，贴
的是成都某公司。由于当时砂石厂相
关手续尚不齐备，便一直搁置到2018
年5月。随后，汪先生办理好手续开
始装机。当年8月，他们正式开始使
用这台机器生产。

“生产了一个月，在2018年9月
机器轴板就坏了。”汪先生说，他知道
已经过了一年质保期，自费850元，从
上述经销商处买回配件更换。

汪先生说，从第一次维修开始，该
破碎机在之后一年内，连续三次出现
轴承、动颚断裂损坏，除去过年停工
外，最长使用间隔不超过三个月。他
从上述经销商处三次购买更换新硬
件，运输、人工、硬件费用共花掉8万
多元。当年9月4日，第四次修理动
颚时，经销商赔付了动颚，但是连带的

成本也花费了汪先生38000元。10
月20日，使用不足两个月的动颚再次
断裂。“后续的几次修理，都从甘肃把
机器拉回广汉，几次算下来，花费了
10多万，都可以买一台新的机器了。
每次修理，砂石厂就要停工，这也是一
笔不小的损失。”汪先生表示，机器配
件换了又坏，他已经失去信心，怀疑机
器存在质量问题。

他想加点钱在该经销商处更换一
台新机器，但双方协商无果。

经销商
疑有人为因素

可鉴定走法律程序

10月23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来到四川华磊华扬机械销售有
限公司，工作人员表示负责人刘先生
出差未归。随后，记者通过电话联系
到刘先生。

刘先生表示，汪先生机器已经买
回去两年，不相信汪先生讲的“一年没
有使用”。随后一年维修四次，属于过
了质保期后的维修，很正常。机器贴

牌的成都某公司，和原本承诺的广州
某公司，都是一个老板，成员企业。

刘先生告诉记者，破碎机是天天
破碎石头的机器，汪先生随后从他们
公司购买的新件没有质保期，是因为
新件装在旧件上面，没办法质保。他
们从事产品销售几十年了，还没有碰
到过像汪先生的这种情况，觉得“很意
外”。“从另一方面讲，是否有人为因
素，比如是否有人使坏，或者故意去损
坏这个东西。”刘先生说，建议汪先生
装上监控，24小时监管，出了问题可
以去查查监控。

刘先生还表示，在前几次的维修
中，公司给汪先生免了硬件部分费
用。机器是否存在质量问题，两方说
了都不算，可以找权威部门鉴定，走法
律程序解决问题。对此，广汉市市场
监管局消保科工作人员表示，此前，汪
先生已经向消保科反映过相关情况。
但是汪先生购买的破碎机属于矿山机
械，不在日常生活品的范畴。他们暂
时无法介入调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王祥龙 王攀

记者体验

电梯上行不断抖动
荷载13人不到8人就显示满员

八里锦汇小区，位于成都市成华
区双建路附近。这是一个由两栋楼
组成的小区，其中，住宅楼为31层
高。业主每天出行，本有三部电梯可
供使用。

但就在7个月前，3号电梯突然
出故障，至今未修好。于是，楼里几
百人，就挤着剩下两部电梯，随时还
要担心故障、停运的情况发生。

10月22日下午，在小区门口，记
者见到了小区业委会负责人胡先
生。他告诉记者，这样的情况已经持
续很久，业主也跟小区物业公司反映
过，但未得到解决。“之所以电梯频繁
故障，一是年久失修，二是物业未尽
到责任。”胡先生称，小区2013年交
房的时候，就有业主遇到过电梯故障
的问题，而业主被困电梯的情况，也
时有发生。

10月22日下午五点过，记者跟
随业主，乘坐1号货运电梯，从1层到
30层。

进电梯时，就有业主提醒，这部
电梯会抖动，还会发出响声。此时，
电梯内有8人，而显示荷载人数为
13人。记者注意到，该电梯在上行
过程中，会出现左右颠簸的状况，人
站在其中，还会听到因摇晃产生的
声响。

不如如此，电梯内灯光较为昏
暗。业委会负责人胡先生告诉记
者，这种情况还是他们自己筹款，换
了一个电梯主板之后较好的状况，

“之前这部电梯每个按钮都不亮，偶
尔还要断电，卡在半路动弹不得。”

经记者测试，从 1 层到 30 层，
花了将近 50秒——这还是其他层
没人按上行按钮的情况。当记者重
回一层的时候，已有住户排着队准
备“挤”进来。此时，原本荷载13人
的 1号电梯，仅坐了 8人就提示为
满员状态，旁边有业主说，“看嘛，又
坏了！”

物业空窗期
200多户业主共用1部故障电梯

看本文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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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9.8万破碎机
质保期后一年花10多万维修

经销商：可鉴定后走法律程序解决

于家住成都成华区八里
锦汇小区的业主来说，每
天能安全上下电梯，就是
最幸运的事情。

该小区共有两栋楼，一栋商
用，一栋住宅楼。住宅楼有204户
住户，三部电梯，但一部电梯损坏
许久，另外两部也频繁故障、停
运。在该小区前物业四川广通物
业管理有限公司撤走之后，新选的
物业公司却“难进来”。问题叠加，
以至于有业主时常感叹：“我们太
难了。”

10月22日下午，记者在该小
区看到，门口虽然张贴多份通知，
但门禁却未启用，物业办公室也大
门紧闭，电梯又出故障了……

管理“空窗期”

老物业撤场
新物业难进来

小区电梯如此多问题，物
业不管？

记者在小区门口，见到一
张由四川广通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张贴的通知，通知提到，该公
司与小区业委会、街道办、房管
局物管科等协商达成一致意
见，于 10月 21日结束物业服
务，并正式撤离。在另一张物
业“通知”中，记者看到，物业公
司希望小区业主能够将所欠的
物业费结清，并办理退费登记。

随后，记者与该物业公司

负责人李经理取得联系。他告
诉记者，今年7月24日，业委会
就给物业发函，称不再续签合
同，8月9日到期撤离。经过多
方协商，由现物业公司代管到9
月24日。

谈及小区电梯的管理维修
问题，李经理介绍，其实代管期
间，电梯维修问题不归物业公司
管，“因为电梯维保合同到期后，
没有公司愿意签一两个月。”

李经理提到，他曾希望动
用小区的维修基金，对电梯进
行修缮，但遭到了业委会的拒
绝。他说，出于人道主义，物业
曾请维修人员对小区2号电梯
进行过维修，费用由物业公司
垫付，共计1650元，“电梯必须
修好，老人小孩都需要乘坐，我
是为了他们安全着想，现在这

笔费用，业委会都还没给我。”
对此，小区业委会负责人

称，物业公司撤场的时候，并没
有完成交接手续，导致他们虽然
已经选好了新物业，但由于相关
手续未办妥，迟迟未能进场。在
这个“空窗期”产生了更多的治
安和清洁问题，业主们希望，新
物业能够尽快进场，解决这些问
题。为此，业主们还于22日自行
筹款，临时找了两名保安，负责
小区的安保工作。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宋潇 摄影报道

◎物业公司负责人李经理告诉记
者，今年7月24日，业委会就已经给物业
发函，称不再续签合同，8月9日到期撤
离。经过多方协商，由物业公司代管到9
月24日。

◎谈及小区电梯的管理维修问题，李经理介绍，其实
代管期间，电梯维修问题不归物业公司管，“因为电梯维
保合同到期后，没有公司愿意签一两个月。”李经理提到，
他曾希望动用小区的维修基金对电梯进行修缮，但遭到
了业委会的拒绝。

◎对此，小区业委会负责人称，物
业公司撤场的时候，并没有完成交接
手续，导致他们虽然已经选好了新物
业，但由于相关手续未办妥，迟迟未能
进场。

对

四川凡高律师事务所林小明律
师认为，目前要解决问题，最终要回
到物业公司与小区业委会所签订的
物业服务合同上。

如果物业服务合同对小区的电
梯维护维修等事项有明确约定，则各
方应该根据合同约定来划分责权利，
如果有明确规定由（前）物业公司负
责维护维修，那么物业公司在撤离之
前就应该按照约定进行维护维修，也
就是全面地履行合同约定义务。

“当务之急是各方应该立即坐下
来协商解决此事。”办理完善好前物
管公司撤离和现物管公司入住等交
接手续，协商尽快解决电梯维护维修
问题。毕竟安全最为重要，一旦发生
意外是谁也不愿意看到、谁也难以承
受的责任。

太琨律（成都）所主任朱界平律师
认为，根据物业管理相关法律规定，物
业服务合同解除或者终止后，物业服务
企业应当与业主委员会按照法律法规
和合同约定办理退出交接事宜，未按规
定办理退出交接手续的，不得擅自撤离
物业管理区域或者停止物业服务。

各方应协商解决
物业服务合同是关键

律 师 说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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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业主对电梯状况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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