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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同呼吸
16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0 — 70
空气质量等级：优或良
成都平原大部分城市为优或良；川南
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大部为优或
良；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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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2.5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17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17时）
AQI指数 34 空气质量 优
优：康定、马尔康、西昌、内江、雅安、资
阳、乐山、绵阳、眉山、泸州、广元、德阳、
遂宁
良：宜宾、南充、自贡、攀枝花、广安、巴
中、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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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3月16日开奖结果

昨日的冷风冷雨仿佛让人一夜
回到冬天。不是我们太夸张，是真的
降温了。

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数据，16日8
时至14时，全国出现降雪以及吹风的
区域，四川两个都占了——阿坝州部
分地区出现2～3毫米降雪或雨夹雪，
局地降雪或雨夹雪6～8毫米；四川西
部和南部出现8～9级阵风。而从气

温来看，16 日 14 时，成都仅 12.4℃，
比前一天降低2.5℃左右。配上小雨
和寒风，体感上又冷了几个级别。

气温是真的降了，但升温也是真
的要来了。

17 日开始，阴沉多日的四川将
“逆袭”，属于春天的艳阳回归，成都
最高气温一下蹿到22℃。

失踪多日的阳光蓄足电量，未来

三天，可谓满血复活。成都最高气温
将达到 23℃。不过，天晴回暖的背
后，也带来了较大的温差。最高气温
升得越猛，昼夜温差也拉得越大。这
三天，成都昼夜温差都在 12℃以上，
19 日，温差可达 15℃。虽然大家都
迫不及待想要换上春装，但衣服别脱
太快，早晚还是要捂严实一些。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冰清

今起 真的要回暖了
未来三天，成都最高气温将达到23℃

优势产业+优惠政策

夹江复工复产走进“春天里”

成都都江堰的孙先生不久前一
次网购经历，让他气愤不已。他在
某商家购买的进口咖啡，不仅味道
与此前喝过的不同，喝完后还出现
了恶心、头晕等症状。经查询和询
问，他发现咖啡中含有不符合《食品
安全法》相关规定的成分。沟通无
果后，他将商家告上法院。近日，都
江堰法院对此案进行了审理，判处
商家退还购物款并支付10倍赔偿。

网购咖啡
花两千余元，一尝味道不对

“你买的那个咖啡大家都喝了，
味道很不错。”2019 年 4 月，孙先生
通过网购平台在某店铺下单购买了
5 盒“马来西亚草本咖啡”，付款 90
元。包裹由同事代收后，分发给办
公室其他同事。同事们喝了以后，
都说味道不错。

之后，孙先生的同事提出再多
买点咖啡。于是，孙先生又花2160
元在上次购买的店铺里购买了同款
咖啡。2019 年 5 月 5 日，孙先生在
位于都江堰的家中收到了咖啡。他
立即打开冲了一包品尝，没想到，这
次收到的咖啡和平日饮用的味道有
很大不同。不仅如此，喝完没多久，
他出现了恶心、头晕等不良反应。

随后，孙先生询问店家原因，店

家次日回复称，“因每个人体质不一
样，所以会出现不同反应。”孙先生
通过询问和查看交易快照后得知，
该产品中主要成分为东革阿里、瓜
拉纳、玛咖、咖啡粉。

其中，东革阿里既不属于新食品
原料、普通食品名单，也不属于食药
同源物品，不可当作食品经营。此
外，玛咖产品每天食用量应≤25克，
婴幼儿、哺乳期妇女、孕妇不宜食
用。但该款咖啡内外包装上无任何
相关标识。

对簿公堂
法院判决商家“退一赔十”

孙先生认为，该商家销售的产
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对消费者
造成了误导，严重侵害消费者权
益。沟通无果后，他将店铺告上法
院，要求退款并支付10倍赔偿金。

近日，都江堰法院对此案进行
了公开开庭审理。法院经审理认
为，孙先生通过网络购物形式购买
咖啡，与店铺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
关系依法成立且合法有效。涉案商
品属于国外进口食品，应当符合我
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应当经出入
境检验检疫机构依照进出口商品检
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检验
合格，应当按照国家出入境检验检
疫部门的要求随附合格证明材料。

本案中，商家未向法院提供符
合上述法律规定的证据，食品包装
也未依法标识中文标签和食品或药
品批准文号，可以认定案涉交易行为
系销售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的行为，属于违约。此外，根据
《中华人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相关规
定，经营明知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食品，消费者除要求赔偿损失外，
还可向生产者或者经营者要求支付
价款10倍或者损失3倍的赔偿。

综上所述，都江堰法院依法判
决商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
退还孙先生购物款 2160 元并支付
10倍赔偿金21600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于婷

凝聚力量 携手同行
3·15特别报道

网购进口咖啡喝完恶心头晕
法院判决：消费者胜诉，商家退一赔十

网购“茅台”遇李鬼
法院判决：假一赔十
3 月 16 日，记者从四川省高级

人民法院获悉，自贡一男子在网店
购买了价值 4794 元的“茅台内供
酒”，但到货后发现是假货，遂向法
院起诉。法院判决，出售假酒的网店
假一赔十。

据悉，自贡男子刘某在王某经
营的网店“××酒商行”内，购买了
价值4794元的“茅台内供酒”。

收到酒后，刘某发现该产品并
非正品，遂向法院起诉，要求“××
酒商行”退还货款4794元，并且10
倍赔偿。法院审理查明，贵州茅台酒
股份有限公司并未生产过或授权他
人使用该公司名义生产过“茅台内
供酒”。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法院判
决“××酒商行”退还刘某货款4794
元，并支付赔偿金47940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智

相关新闻

217家茶叶生产企业100%复工，
10家规模以上书画纸企业100%复
工，16个在建工业项目100%复工，46
家规模以上陶瓷企业96.65%复工
……

3月16日，四川夹江，气温骤降带
来寒风冷雨，但掩盖不住涌动的“春
潮”——连日来，封面新闻记者深入
当地田间地头、企业车间、项目工地，
真切感受了这场春天的“交响曲”。

在木城镇大旗山腰的欧标示范茶
园里，茶农吕其芳忙着采明前茶，采一
天能卖300多元。鲜叶被送到山下的华
义茶业，老板方义开抓紧组织生产，加
工成干茶后空运到全国各地。

在马村镇的天翔纸业，电商部里
的“叮咚”声不断，春节以来电商销售
额翻了一番。为赶订单，生产车间开足

了马力，晚上还经常加班，一线工人汪
永凤这个月的工资将突破1万元。

在新场镇盛世东方陶瓷，地砖源
源不断从流水线下来，然后打包运往
全国各地。在当地优惠政策帮助下，
企业一个月仅电费、气费就能节约40
多万元，“生产得越多，节约得越多。”

在城郊的东风堰-千佛岩景区，
创4A级景区项目正加紧推进，景区风
貌已焕然一新。“四川首个世界灌溉
工程遗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的硬核组合，将在下个月迎接首轮检
查。

记者梳理发现，从绿茶到陶瓷，
再到书画纸，争当复工复产“火车头”
的无一不是当地优势产业。

绿茶，夹江是四川第二大产茶
县、四川最大茶业出口县；陶瓷，夹江

是“中国西部瓷都”，产能占四川的
77%；书画纸，夹江是“中国书画纸之
乡 ”，机 制 书 画 纸 产 量 占 全 国 的
70%……

当地还为优势产业插上了“翅
膀”——“茶四条”，不仅为茶企提供
用电、用气、用工支持，还为茶企撬动
了2亿元贷款授信；《有效应对疫情支
持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从防疫保
障、生产服务、金融支撑等7个方面对
企业予以扶持。

政策加持下，优势产业迸发出极
大活力，带领当地走进了复工复产的

“春天里”。据夹江县经信局统计，截
至3月15日，夹江全县规模工业企业
已复工复产112家，复产率达97.32%。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丁伟李昕锋

超级大乐透第20011全国销售
169402246元。开奖号码：02、13、19、22、
23、02、07，一等奖基本5注，单注奖金
9096183 元 ，追 加 1 注 ，单 注 奖 金
7276946元。二等奖基本58注，单注奖金
158385元，追加10注，单注奖金126708
元。三等奖123注，单注奖金10000元。
1392702843.4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3 第 20026 全 国 销 售
10267446元。开奖号码：705。直选全国
中奖7319（四川1069）注，单注奖金1040
元；组选3全国中奖0注；组选6全国中奖
10337（四川1123）注，单注奖金173元。
22615732.7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0026 全 国 销 售
6968178元。开奖号码：70565。一等奖
28注，单注奖金10万元。393073060.52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将另行公告。以开
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