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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楼一名住户不仅房
屋受损，自己也受伤了。据
受伤女子讲述，当时她一人
在家，躺在床上休息，突如
其来的铁皮架砸坏防护栏、
玻璃，飞溅的玻璃碎片直接
刺伤自己，全身都是鲜血，
她立即打电话联系家人把
自己送往医院治疗。全身
多处玻璃刺伤，脑部一处较
深的小孔幸好无大碍，可是
腿部一共缝了八针。

当天多名目击住户称，
五楼当时受损最严重，玻璃
窗户直接砸碎，铁皮架直接
把防护栏砸凹陷，由于其悬
挂在屋外存在安全隐患街
道办组织工作人员将其进
行拆除。现在受损窗户部
位是一个空架子，存在安全

隐患。
小区底楼超市营业员

介绍，狂风暴雨一来，他们
就开始收拾货物，不一会儿
就听到震耳的一声嘭响，只
见一大块铁架子连着铁皮
砸在自己铺面门口，外面下
着瓢泼大雨。据悉，狂风暴
雨后，社区已经组织人员对
居民财产、道路损毁情况已
经进行了排查、记录、上报
到当地民政部门作进一步
的处理。

这次罕见的狂风造成
多处行道树拦腰折断，一名
骑车女士被倒下的大树砸
中身亡。多辆汽车受损，多
个小区受损。

实习生 刘学兰 华西城
市读本记者 苏定伟

今日起
南充可直飞乌鲁木齐、合肥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谢杰）
记者从南充高坪机场获悉，今日（8
月1日）起，高坪机场将开通南充-
乌鲁木齐、南充-合肥的往返航
线，由乌鲁木齐航空公司执飞。目
前，南充机场通达全国15个城市。

据了解，新开通的两条航线为
乌鲁木齐航空独飞航线，由波音
B737-800 型客机执飞，为 186 个
座位全经济舱的分布，每周二、四、
六 各 飞 一 班 。 去 程 航 班 号 为
UQ2549，7 时 30 分从乌鲁木齐地
窝堡机场起飞，11时30分抵达南
充高坪机场，计划飞行时间 4 小
时；12 时 45 分由南充高坪机场起
飞，14时45分抵达合肥新桥机场，
计划飞行时间2小时。 返程航班
号 UQ2550，16 时 55 分由合肥新
桥机场起飞，19时05分抵达南充
高坪机场，20时20分由南充高坪
机场起飞，次日 0 点 05 分抵达乌
鲁木齐地窝堡机场。

根据发布南充高坪机场通达
图，截止8月1日，南充机场可通达
全国15个城市，已开通往返北京、
天津、上海、杭州、合肥、深圳、广
州、三亚、南宁、昆明、贵阳、西藏、
汉中、西南、乌鲁木齐航班。下一
步，将有计划、有步骤地开通南充
至厦门、长沙、福州、武汉、丽江、温
州等国内航班，加密现有航班。

“祝爷爷节日快乐、健康
长寿！”7月27日，一群来自
达州李中权红军小学的学
生，在国网达州供电公司“红
杜鹃”志愿服务队员的带领
下，来到居住在达州市通川
区干休所的抗战老兵毕兆栋
家，向老人送上鲜花和真诚
的祝福。

为搭建红色桥梁，传承
红色基因，在中国人民解放
军建军90周年来临之际，达
州供电公司“红杜鹃”志愿
服务队约同李中权红军小
学 10 名留守学生，开展了

“牵手红领巾 传承鱼水情”
主题活动。

当天一早，6名“红杜鹃”
志愿者带领孩子们来到毕兆

栋老人家里。见到这群特殊
的来访者，90岁高龄的老人
格外高兴。得知来意后，老
人给孩子们和志愿者娓娓讲
述起自己投身革命的艰苦岁

月和难忘的战斗故事。17岁
参军、18岁入党，参加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历
经无数次枪林弹雨和生死考
验……老人记忆清晰，一幕

幕战斗场面恍然如昨；孩子
们和志愿者听得入神，一双
双眼睛若有所思。

下午，志愿者带领孩子
们来到达州市武警支队教导
总队，零距离了解和体验军
人的训练生活。

牵手红领巾 传承鱼水
情”活动，让红军小学的留守
学生度过了一段快乐而有意
义的时光，一些平时性格孤
僻内向的孩子也因此变得开
朗许多。“谢谢‘红杜鹃’的叔
叔阿姨，给了我们一个难忘
的暑假生活体验，我们一定
好 好 学 习 ，报 答 你 们 的 关
爱！”孩子们由衷地表达感激
之情。

文 张俊 龚轶 摄影 王鸿基

“牵手红领巾 传承鱼水情”主题活动。

广元移动
开启全民流量不限量时代

华西城市读本讯（记者 刘彦
谷）日前，广元移动隆重举行“流量
不限量”时代启动会，标志着广元
移动用户全面进入流量不限量新
时代。

据悉，此次推出的不限量有针
对家庭侧和个人侧的两种类型。
具体如下，家庭侧不限量，即办理
移动宽带新爱家168及以上套餐，
三个成员参加 9.9 元流量特权活
动，家庭群组成员就可共享流量不
限量。个人流量不限量：办理移动
宽带新爱家108（多宽版）套餐，即
可获赠3条宽带，300分钟国内通
话，享流量不限量；新入网移动飞
享48元及以上套餐，叠加9.9元即
可享受流量不限量；针对存量客
户，迁转至飞享 88 元及以上套餐
即可享受流量不限量；

此外，广元移动还即将推出低
端客户降价行动：所有飞享18-48
元用户均可直接以 9.9 元享受 3G
省内流量。

“此次推出流量不限量套餐，
主要是响应国家提速降费的号
召。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
用户的流量需求也呈爆发式增
长。”广元移动市场部相关负责表
示，为了让更多用户放心用、大胆
用、敞开用，广元移动设计了此次
不限量流量套餐，能够惠及所有新
老用户。

清算公告
南充南派生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注册

号：511302000020406）法定代表人：任文博
（身份证号：511302199308281437）】全体股东
决定解散本公司，清算组成员为：任文博、冯
书环、苏俊杰、黄舒畅、杨明辉，任文博为清算
组负责人。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
日内，前往南充市顺庆区文化路89号锦绣北
湖第 1 幢 14 层 20 号向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过期责任自负。

联系人：任文博
联系电话：13086622244

2017年8月1日

清算公告
南充市智捷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号：511304000016291）】股东决
定解散本公司，清算组成员为：颜春
英、刘佳，刘佳为清算组负责人。请
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内，
前往南充市嘉陵区耀目路三段32号光
彩大市场一期一区2幢30、32号向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过期责任自负。

联系人：刘佳
联系电话：13990819271

2017年8月1日

清算公告
南充士嘉机电有限公司【（注册号：

511300000085187），法定代表人：章艺
腾（身份证号：512926197803040038）】
全体股东决定解散本公司，清算组成员
为：章艺腾、方明珍，章艺腾为清算组负责
人。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
内，前往南充市顺庆区宜川街1层65号向
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过期责任自负。

联系人：章艺腾
联系电话：15908370666

南充士嘉机电有限公司
2017年8月1日

清算公告
南充市科德电子有限公司【（注

册号：5113002804561）法定代表人：
张岗（身份证号：512926580403617）】
全体股东决定解散本公司，清算组成
员为：张岗、缪项飞，张岗为清算组负
责人。请相关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
起45日内，前往南充市高坪区白塔
路286号1幢1层向我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过期责任自负。

联系人：张岗
联系电话：13056439391

2017年8月1日

大风刮倒行道树。

南充狂风暴雨
顶楼铁架被吹飞 伤及多家住户

国网达州供电公司：牵手红领巾传承鱼水情

7月28日下午，南充主
城区遭遇罕见的狂风暴雨，
城区多处受灾，西河北路一
个小区，因街道对面的顶楼
铁皮架飞撞而来，三层住户
不同程度受损。当地防汛
抗旱指挥总部发布通告，南
充市辖3区和西充部分地
区出现一次强对流天气过
程，极大风速达10级。

7月31日上午，华西城
市读本记者来到南充主城
区西河北路一个居民小区，

“那天的风好吓人哦，大风
吹得像跑火车！”小区门口，
大家还在议论纷纷。小区
草地上，还有一些吹落的杂
物还没有完全清理。小区
靠街一侧，五楼六楼和七楼
受损较重。

五楼住户谭女士告诉
记者，狂风暴雨那天下午，
她们一家三口在外，家里只
有一个老人。大风过后，隔
壁邻居小伙拍下照片发给
她，她才得知受损情况，家
里的窗户玻璃、防护栏、挡
雨棚、纱窗、衣柜、空调室外
机在一定程度上都遭到破
坏，其他两户受损部位也差

不多，只是程度不同。记者
看到，谭女士客厅的窗外防
护栏已经撞坏，窗户玻璃友
离破碎，碎片残落一地，还
没来得及打扫。“一个是外
面的铁皮架撞了防护栏，再
一个是大风刮进室内，吹打
了一些东西。”

一段视频记录当时惊
心动魂的一幕，室外狂风
暴雨，大雨在玻璃上流过，
一 个 蓝 色 铁 架 在 风 中 翻
滚，紧接着就是撞击玻璃
的破碎声，室内有喊，“天
啦，我的妈呀！”住户们表
示，这个铁皮架是从街对
面的楼顶飞过来的，“他们
在顶楼违章搭建，尽管这
是天灾，但他们可能有一
定责任哦！”

/狂风暴雨/
铁架风中翻滚伤及多户

/大风折树/
一骑车女士被砸中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