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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6125期开奖结

果：3980291，一等奖0注，二等奖9注，每注奖
金30204元，三等奖117注，每注奖金1800
元。（1042.97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6290期开奖结
果：631 直选：2572（115）注，每注奖金1040
元；组选 3：0 注，每注奖金 346 元；组选 6：
6051（382）注，每注奖金173元。（729.77万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6290期开奖结
果：63106 直选：20 注，每注奖金 10 万元。
（2.794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16161期：
130313301333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6164期：
0021023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6164期：
113300331113

同呼吸
23日空气质量

成都（16时）
AQI指数 21 空气质量 优
优:广元、巴中、康定、马尔康、西昌、达州、遂
宁、内江、宜宾、广安、南充、资阳、乐山、自
贡、雅安

24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7-78 空气质量等级 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南部部分城市为轻度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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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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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第

2016290期开奖结果：430，单选767注，单注
奖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金346元，
组选6，1057注，单注奖金173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
第2016124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32、21、
09、15、27、24，蓝色球号码：10。一等奖5注，单
注奖金8691225元。二等奖120注，单注奖金
192251元。滚入下期奖池资金1144946805
元，下期一等奖派奖金额40000000元,六等奖
派奖奖金余额477352885元。

（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
果为准）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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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雨按下暂停键 26日再会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10月23日，霜

降至，当北方一些地方已经冰天雪地的时候，成
都却出着太阳。是的，成都一向都是这么不按
常理出牌。接下来是继续暖和还是陡然降温
呢？

“九月中，气肃而凝，露结为霜矣。”作为秋
天最后一个节气，霜降自带寒意，甚至还有“寒
露不算冷，霜降变了天”的说法。霜降这一天，
成都确实变天了，可画风却有些不对：连日阴雨
暂停，好久不见的阳光露出头来，给原本有些萧
瑟的蓉城，带来一丝温暖。23日，成都最高温
23.2℃，比前几天都高。

别高兴得过早。太阳这位稀客也只是来随
意转转，没打算多待。今天开始，云层将重新掌
控天空，不过，考虑到雨水被按下了暂停键，云
层还是会很懂事地给阳光一些露脸的机会。

有太阳的时候，即使太阳在线时间很短，也
请大家好好享受。因为，从26日开始，冷空气又
要来了，又是降温降雨的套路，盆地大部地方阴
天有小雨，东北部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攀西
地区26日起多阵雨，局部有中到大雨。

双流携手华侨城
摇滚+民谣惊爆黄龙溪

本次音乐盛宴，是华侨城文
化+旅游+新型城镇化战略落地
黄龙溪，双方携手后的首次亮相！

作为近几年来黄龙溪镇最具
国际范儿、高规格、高水准的大型
音乐盛会，本次华侨城·黄龙溪
——“十里八湾”乡村音乐节吸引
了众多周边市民专程前往参与，
现场人潮涌动，座无虚席，大家沉
浸于古镇的风韵，共赴这场声势
浩大的摇滚盛宴。

作为黄龙溪古镇新型城镇化
建设的序幕，举办华侨城·黄龙溪
——“十里八湾”乡村音乐节是双
流区政府和华侨城集团签署合作
协议、确立合作关系后的首次亮
相，承载着双方对于未来黄龙溪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美好期望。
在党中央、国务院大力推进

全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背景下，
成都市双流区人民政府与华侨城
集团在5月29日“文化与新型城
镇化·2016安仁论坛”上签署了

“黄龙溪项目”合作意向协议，并
于9月13日签署了《黄龙溪新型

城镇化项目投资合作协议》，昭示
着华侨城在四川的“文化＋旅
游＋城镇化”战略正式落地，也标
志着华侨城新型城镇化项目在四
川进入了实施阶段。
强强联手
创想古镇新型城镇化之路

按照双方规划，华侨城以“文
化+旅游+城镇化”的新型模式，
全面参与黄龙溪项目的整体定
位、产业规划及城市设计，并投资
500亿元对黄龙溪进行资源重整
与升级改造。建成后的黄龙溪项
目将成为国家5A级景区、国家级
文化产业园区、国家级开放式街
区示范单位、国家级文化旅游新
型城镇化示范区、国家级旅游度
假区。

可以想象的是，在华侨城的

倾力打造下，围绕着“历史”与
“水”两大特色，未来的黄龙溪古
镇将在文创、科创、旅创三个方面
取得突破性创新，在保持原有历
史记忆、文化脉络的基础上，引导
产业升级、优化城镇布局，打造魅
力独具、风景多样、文化多姿的新
型城镇。

自落地成都后，11年来，华
侨城历经从城市运营者到幸福生
活家，再到新城镇化建设实践者
的身份转变。每一次改变，都是
为了创想更幸福更美好的生活。
而这一次，伴随着华侨城·黄龙溪
——”十里八湾“乡村音乐节的隆
重上演，以黄龙溪为起点，华侨城
走向大四川，为大四川新型城镇
化建设贡献自身力量。

华西都市报记者 饶媛媛

摇滚燃爆黄龙溪 华侨城唤醒古镇磅礴力量

消费者说
一声巨响

餐桌玻璃溅落一地
23日下午，说起几个小时前

发生的一幕，王女士情绪激动。
中午12点许，她正在厨房做

饭，20多岁的女儿正坐在沙发上
看电视。突然，客厅传来一声巨
响，先是“砰”一声，紧接着就是

“滋滋”的响声。“我听到女儿的尖
叫，以为是吊灯坠下来，走出来一
看，才发现是餐桌炸了。”从厨房
走出来的王女士被眼前的一幕吓
到了。客厅的地上散落一地碎
片，十多平米的客厅里，门口处、
沙发、茶几、电视柜上，到处溅落

着玻璃碎片。
事发时，正在看电视的王女

士的女儿清楚地看到了爆炸的情
况。她说，当时她刚好侧面斜对
着餐桌，“‘砰’！突然一声巨响，
炸开的玻璃往天花板上冲，然后
又掉下来，溅得四处都是！”

记者探访
玻璃爆裂

碎片飞溅击中墙壁
下午3点过，华西都市报记

者来到该小区。在进门处的地
上，还散落有一些碎片残渣。走
进屋内，厨房过道、茶几上也还有
一些。“幸亏我做饭晚了点，如果
我们当时是在桌上吃饭，后果都

不敢想！”王女士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爆裂的桌

子约1.5米，宽约1米。餐桌由两
部分组成，主体是木质结构，餐桌
台面是透明的玻璃，爆裂的正是
台面这一部分。

记者看到，桌子台面的两端
玻璃已不在，中间部分也全部裂
开，成“皱纹”状。“你看嘛，整块玻
璃全部爆裂完了！”王女士拍了几
张照片作为证据后，打扫了破碎
的玻璃，用购物袋装了满满三袋。

在距离爆裂餐桌约1.5米的
墙壁上，可以看到零散有十多小
凹陷。王女士说，这些凹陷是爆
裂时飞溅的玻璃碎片造成的。“你
可以想象，当时炸裂的力度有多
么大！”

消费者担忧
茶几电视柜都有玻璃

用着心慌
“当初就是看中了这个牌子

货才买的，没想到用了还不到一
年就出这样的事情，你说以后咋
敢继续用。”王女士今年才搬进这
处新家，平时只有自己和女儿两
人住。去年装修时，因为看中了

“红苹果”的牌子和质量，她花了1
万多元先后在成都佳灵路某大型
家私商城、玉带桥某专卖店购买
了该品牌多件家具，包括餐桌、茶
几、电视柜等，其中爆裂的餐桌在
前一家商城购买，价格是2700多
元。

事发后，王女士与该商城“红
苹果”专卖商铺取得联系。王女
士说，对方的态度并不积极，并且

一直强调玻璃并不在保修范围
内，不能赔偿。“她一直推脱说质
量没问题，是外力造成的，后来又
解释说玻璃有一定的自爆率。”

这样的回复让王女士十分担
心。“除了餐桌，该品牌的茶几、电
视柜都是有玻璃的，那岂不是随
时都可能爆炸，那我怎么敢用
呢？”不满意对方的回复，当天，王
女士向当地消费者协会投诉了该
商家。

商家说法
玻璃不在保修范围
更换需付680元
当天下午，华西都市报记者

与该品牌的出售方取得联系，相
关负责人一一对王女士的问题做
了回应。

该负责人说，不能排除玻璃
到底是外力引起的爆裂还是自
爆。“我们的质量是有保证的，是
合格的，引起爆裂是不是因为使
用不当造成的？我看到客户发来
的照片，上面还有一个烧水壶。”
该负责人说，玻璃有万分之一的
自爆率，在生产上也是符合规定
的。

“玻璃爆裂了，如果要更换，
我们可以提供更换服务，但玻璃
不属于产品的保修范围，需要付
费的。”该负责人在电话中再次向
一旁的人员核实，最后表示更换
玻璃桌面需要支付680元。“收费
是因为只能更换玻璃，我们也需
要成本的。”

华西都市报记者 李秀江
摄影报道

餐桌买回不到一年 玻璃突然爆裂
红苹果专卖店：不能确定是外力引起还是自爆，玻璃桌面不属保修范围，更换需付费

明日起天仁路单行
马鞍东路外曹家巷禁行

10月23日，成都市交管
局发布通告，受北改及地铁
18号线施工影响，成都马鞍
东路、天仁路等25日起交通
组织有变。相关过路车辆请
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避开上述
路段，错峰出行。

施工项目：北改
禁行区域：马鞍东路、外曹家巷

为保障北改曹家巷一、二
街坊棚户区自治改造项目马
鞍东路、外曹家巷道路排水工
程的顺利实施，维护施工路段
及周边道路的交通安全与畅
通 ，2016 年 10 月 25 日 至
2016年12月31日，马鞍东路
（马鞍北路—府青路）、外曹家
巷（马鞍南路—马鞍街）道路
封闭施工，禁止机动车通行。
施工期间，需经上述路段通行
的机动车按交通导向标志的
指示，通过府青路、星辉东路、
马鞍北路、马鞍南路、马鞍街
等道路绕行。

施工项目：地铁18号线
单行区域：天仁路

10月23日，成都市交管
局发布通知：为保障地铁18
号线火车南站雨污水管线迁
改工程的顺利实施，维护施工
路段及周边道路的交通安全
与畅通，2016年10月25日至
2016 年 12 月 25 日，天仁路
（天府立交桥下辅道路口至天
和西三街）半幅施工，实行机
动车由西向东单向行驶。

原经天仁路由东向西的
车辆可经天和西二街、天仁北
一街、天和西三街等道路绕
行；原经天仁路由东向南的车
辆可经天和西二街、南三环路
三段等道路绕行。

华西都市报记者 杨雪

城区S型道路如赛道
10月18日，成都市民刘先生

照例从槐树街附近驾车前往大石
西路方向上班，当由北往南行驶
至长顺上街附近时，他总是十分
小心地放慢车速，通过后视镜观
察左右车辆。“这段道路是个S
弯，好多车都不按地面交通标志
行驶。每次开到这里我都非常小
心，生怕发生擦挂。”

刘先生开玩笑说，开行这段
道路的时候让他有种在赛道上行
驶的感觉。

两个急弯考验司机手艺
10月18日，记者来到刘先生

所说的路段进行调查。该路段位
于成都长顺上街，从斌升街路口
开始到桂花巷路口，短短100米
的距离内，原本笔直的道路在这
里变弯，并包含两个近乎直角的
弯道，弯道所在的地面均画了白
色单实线。

虽然地面有交通标志，但不
少车辆为了减少弯道幅度，经过
这里时都采取切角过弯压线的方
式行驶。记者在3分钟内就观测
到28辆机动车压线行驶，超过当
时机动车通过量的半数。

老司机教你怎么过弯
记者就此采访了有20年驾

龄的出租车司机王师傅。王师傅

告诉记者，通过这种S型弯道时，
首先要降低车速，其次，根据自己
驾驶习惯，从左后视镜观察后轮
位置，始终保证左后轮在白线之
内，如果车轮位置漂移，再通过方
向盘进行微调。在转弯时要在转
弯开始前要靠着弯道的外侧进入
弯道，到中间的时候要靠着弯道
的内侧行驶，即过弯时要选择“外
—内—外”的转弯路线。“如果一
旦压线变道行驶，很容易造成交
通事故。”

记者查阅新道法发现，交通
法规中明文规定：禁止机动车压
越单双实线行驶，违者处以罚款
100元、一次记3分的处罚。
华西都市报记者 杨涛 摄影报道

10月 22日晚间，
一场融汇古镇风情与
国际元素的华丽音乐
盛宴，在“天府第一名
镇”—黄龙溪华丽上
演。著名歌手、乐队轮
番登场，黄龙溪这座历
史名镇，因这场音乐盛
宴而焕发出更磅礴的
生命力。

当品质生活创想
者华侨城走向大四川、
来到黄龙溪，新型城镇
化的号角已然在这片
人文大地上吹响，而这
场音乐节只是一个小
前奏。

“砰”的一声巨响，
紧接着就是客厅女儿
传来的尖叫声，王女士
从厨房走出一看，眼前
的一幕顿时让她惊呆
了：客厅的地面、沙发
上溅落一地的玻璃碎
片，而爆裂的餐桌桌
面，玻璃还在发出滋滋
响声……

这是 10 月 23 日
中午12时许发生在成
都市二环路东一段某
小区王女士家中的惊
吓一幕。幸运的是，擦
身而过的碎片未击中
正在沙发上看电视的
女儿，未造成人员受
伤。

爆裂的餐桌是王
女士去年在成都市佳
灵路一家大型家私商
城购买的，花了2700
多元。“看中的是‘红苹
果’牌子，没想到才用
了一年多就炸了！”事
发当天，该餐桌出售方
向华西都市报记者表
示，玻璃桌面不属于保
修范围，如果需要更
换，用户需要支付680
的成本费。

100米内俩急弯
S型道路如赛道
过半车辆压线过

我吐槽
市 民 刘 先

生:长顺上街有
一 段 路 ，短 短
100 米的距离内
有两个近乎直角
的弯道，并且弯
道所在的地面均
画 了 白 色 单 实
线。不少车辆为
了 减 少 弯 道 幅
度，经过这里时
都 切 角 过 弯 压
线，每次开到这
里 我 都 特 别 小
心，生怕擦挂。

100 米 的距
离内，整条路面呈
S型分布，其中包
含了两个急弯。
这不是赛道，也不
是驾校考场，而是
成都长顺上街的
一条城区道路。
记者调查发现，通
过这一路段的机
动车，有超过半数
车辆均压单实线
通过。

王女士家的餐桌台面玻璃炸裂。

签约不久，华侨城就为黄龙溪
带来一场摇滚民谣的音乐盛宴。

长顺上街从斌
升街路口到桂花巷
路口，短短 100 米
内有两个急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