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卢兴
江）7月11日，五桂山龙塘
村一出租屋发生液化气
罐闪爆事故，一家四口包
括两个未成年孩子被闪
爆气体掀翻，随后证实四
人均被烧成重伤，烧伤面
积都在 60%以上，其中女
事主烧伤面积近 90%。伤
者被第一时间送院救治，
截至记者发稿前，都还在
医院 ICU抢救。

据了解，事故于当日

早晨 7 时 14 分发生。当
时，租住在 401出租房内
的一家四口正准备煮早
餐，就在女事主拧开燃气
灶开关的瞬间，气体闪
爆，一家人连同部分家具
电器被掀翻。

警方初步调查认为，
出现液化气闪爆的原因
与出租屋内煤气瓶阀门
没有拧紧有关，液化气泄
露后，弥漫室内，通风不
畅导致事故。

本报讯（记者 夏亮红）
12日，东区白沙湾市场发生
火灾，两间商铺被烧，事故
疑因液化气爆炸导致，没有
造成人员伤亡。

昨日中午 12时许，正值
午 休 ，本 报 热 线 电 话
88884444被打爆，纷纷报料
白沙湾市场有商铺发生爆
炸并引发火灾，有数辆消防
车正赶往现场救援。12时 30
分许，记者现场看到，白沙
湾市场街道旁的一家内衣
店和一家日用品店已被烧
得通透，消防人员将几个煤
气罐转移到安全地方后正
在奋力灭火，公安、120救护

车也赶到在一旁待命。10分
钟后，火势得到控制，没有
再“连累”隔壁的商铺。

日用品店店主赖女士
眼看着自己店铺里的货物
被烧光，在现场号啕大哭，
她告诉记者，当时她带着儿
子正在厨房做饭，突然，隔
壁内衣店一声爆炸后，就燃
起了熊熊大火，并很快烧了
过来，她赶紧带着儿子跑了
出来。

据现场警方人员介绍，
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具
体原因还有待进一步调查。

（报料人：魏先生）

疑煤气罐爆炸 两间商铺被烧
事发白沙湾市场，幸未造成人员伤亡

液化气闪爆 4人重伤
事发五桂山龙塘村，伤者仍在医院ICU抢救中

事故现场，消防员用水枪给煤气罐降温。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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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房耿 通
讯员 王念）拒不履行法院生效
判决被列入失信人，可不仅是
乘飞机住高档酒店等高消费受
限制，连日常消费都可能受到
影响。7月 11日，市第一法院通
报一起执行案件案情。一女子
被列入失信人后，支付宝花呗
和微信余额均无法使用，慑于
征信压力主动前来法院履行还
款义务。

黄女士 2014年 9月在西区
租赁了一卡铺位进行经营，第
二年 6 月将其转租给了他人。
但在黄女士租赁期间，她没有
支付 3800余元物管费和 600余
元水费。2017 年，商铺业主收
到物业公司发来的律师函后才

得知情况，后将黄女士告上法
庭。

黄女士称商铺存在漏水问
题，她曾与业主口头协商无需缴
纳物管费，但对此没有相关证
据。2017年 8年月，法院结合案
情一审判决黄女士支付物管费
和水费合计 4498.02元。判决生
效后，黄女士一直拒不履行付款
义务。

经申请人申请，市第一法院
于 2017年 9月 25日立案执行，
并于 2017年 9月 28日将黄女士
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因未查
询到被执行人名下有财产，执行
工作一度陷入停顿。

原来，黄女士一直对判决不
满，因此故意拒不履行付款义

务，但当她发现自己的支付宝花
呗无法使用，芝麻信用积分降低
200后，开始后悔了。今年6月15

日，腾讯公司也因为其被列入失
信名单而将其微信支付停用，令
其觉得生活极不方便。近日，黄

女士慑于征信压力，主动拨通了
案件执行法官的电话，履行了还
款义务。

欠钱不还或导致微信、支付宝支付功能无法使用

以案说法

案件承办法官介绍，最高
院执行局和中国人民银行征
信中心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共
同明确将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信息纳入征信系统相关工作
操作规程。涉及金融领域的微
信、支付宝的支付功能需要经
过中国人民银行审核才能开
展业务。而微信、支付宝都实

行实名制，注册者的信息在中
国人民银行会有备案。

因此，一旦被列入失信人
名单，后台在征信系统就可以
直接找到失信被执行人的账
户信息，从而通过技术手段禁
止对方进行支付、交易。“芝麻
信用”会对失信被执行人做降
分处理，并在各应用平台披

露，限制其在相关平台购物、
贷款、投资等行为，迫使“老
赖”主动履行法律义务。

截至 6 月底，市第一法院
发布和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
单人数 10889 人次，发布限制
高消费10529人次。今年1至6
月罚款合计 150 万元，拘留 98
人，移送追刑11宗。

不履行法院判决被
列为失信人，支付宝、微
信等支付功能无法使用

一女子慑于征信压力
主动联系法官还欠款

本周，中山的孩子们将陆续
进入悠长的暑假，市文化艺术中
心“夏日旋律”绿色暑假缤纷文化
系列演出也陆续开启，音乐会、舞
台剧、大师班接连不断，更有国际
演奏大师云集的中山首届低音提
琴周暨夏令营活动，和资深阿卡
贝拉团队授课的“声音魔法学堂”
阿卡贝拉夏令营等 10多场充满
趣味、精彩纷呈的活动，将相继与
中山的小朋友们见面。

今年“绿色暑假”期间演出
节目丰富多彩。7月7日晚，被称
为奥地利音乐大使，世界顶级童
声合唱团的奥地利布鲁克纳童
声合唱团率先开场，小小歌唱家
们通过丰富有趣的表演形式，在
90分钟时间里释放合唱的魅力
与活力。7月 15日，接棒他们而
来的是英国国宝级乐团之一、世
界第一个尤克里里乐团——大
不列颠尤克里里乐团，他们将用
强大的拨弦技巧、流行与高雅的
碰撞，掀起尤克里里风潮。而到
了 8月，亚洲青年管弦乐团音乐
会也将为中山的孩子们带来年
轻的律动。

“咯嘀咯嘀咯嘀咯嘀咯嘀，

我们爱你……”还记得那些年我
们喜爱的动画吗？没错，聪明伶
俐的一休也将在8月带着他的机
智和调皮登上中山舞台，为小朋
友们带来一段段充满智慧和欢
笑的故事。而喜欢舞台剧的孩子
们还将在艺术中心欣赏到华文
世界首部阿卡贝拉原创儿童音
乐剧《拯救声音大冒险》，在阿卡
贝拉的音乐中聆听世界。由著名
打击乐演奏家李飚组建的青年
打击乐团也将在 8月底压轴登
场，为孩子们带来节奏的魅力。

星期二艺术沙龙的舞台也好
戏不断，“古典也疯狂——单簧管
演奏家郭月强专场音乐会”“丝路

时代——国际青年演奏家音乐
会”“大师与新秀——音乐趣聊”

“走进法兰西——从法国声乐作
品看世界歌剧沙龙”接连登场。而
为了普及艺术教育，艺术之门也
将迎来二胡演奏家李军的“新二
胡及唱奏艺术赏析分享会”，值得
一提的是，他还将前往三乡平岚
小学和孩子们近距离交流。中山
人吴钟嘉也将回乡携钢琴家王艺
衡在“香山情韵”带来“弓弦与键
盘的对话”，王艺衡还将前往小榄
为当地的琴童授课。

作为今年暑假的“重头
戏”——首届低音提琴周暨夏令
营、李飚打击乐夏令营和阿卡贝

拉夏令营，也将以丰富多彩的艺
术形式提高城市的文化品位，活
跃青少年学生的暑期文化生活。
低音提琴周暨夏令营活动将从
7月24日开启至29日，由大师班
讲座和大师示范演出、学员参与
学习、汇报演出等丰富内容组
成。届时，捷克低音提琴家米洛
斯拉夫·耶里内克、美国低音提
琴家卡塔林·鲁塔鲁、美国低音
提琴家詹姆斯·范德马克、中国
著名低音提琴家徐理等艺术家
将亲临中山，进行低音提琴大师
班公益讲座暨夏令营活动、低音
提琴大师示范演出等，而此次低
音提琴大师示范演出也推行公

益票价，观看演出的观众，将有
机会接受大师零距离的培训和
指导。由著名打击乐演奏家李飚
教授组织建立的李飚青年打击
乐团也会来到中山演出并开设
夏令营。该乐团所有成员毕业于
中央音乐学院，为期三天的活动
中，他们从打击乐入门、打击乐
欣赏、打击乐参与等方面，以讲
故事的形式来介绍不同国家的
打击乐器及其地域和历史知识，
从动画音乐来识别不同乐器的
应用方法和声音，带领孩子们自
己动手来演奏并制作打击乐器
和创造音乐，从游戏中学习集体
演奏，体验上台演奏的快乐。

男子专盯“低头族”
3小时抢4部手机
嫌犯被横栏警方抓现行

本报讯（记者 卢兴江 通讯员 李泽辉
魏小华）一名专抢“低头族”手机的男子日前
被警方抓了个现行。7月12日，横栏警方通报
称，经审讯，这名男子承认当晚自己在不到
三小时内抢得手机 4部，“容易得手”是他频
频出手的诱因。警方提醒市民，走路要提高
警惕，不要做“低头族”看手机，给歹徒可乘
之机。

7月 8日晚 9时左右，有居民报警称自己
在走路时手机突然被一名骑车男抢走。警方
立即查看现场视频监控，发现确有一名男子
骑车徘徊后，伺机抢走了一名男子的手机。
当时，被抢男子边走边玩手机，丝毫没有注
意到劫犯靠近。警方通过视频监控迅速锁定
犯罪嫌疑人，并确定了男子的身份：姓覃，广
西人。警方将嫌疑人特征和逃跑路线通报分
局循线追捕，随时盯着视频监控，另一方面
派便衣到现场附近巡逻听候命令。

当晚接近12点时，覃某又出现在首次作
案路段，并且很快进入“工作”状态，一名走
路看手机的女士中招，手机瞬间被抢走。不
过，当覃某某准备飞身离开时，抓捕组民警
已经将其包围，当场人赃并获。

民警在其身上查获 5台手机。初步审讯
时，除第一宗外，其余覃某某不予认可，坚称
手机是自己的。不过，警方按照当晚嫌犯作
案后的逃跑路线，调取大量视频监控，证据
面前，覃某某方才供认了在古镇镇和横栏镇
两地连续飞车抢夺作案4起的犯罪事实。

美容卡充值近8万
想退款遭商家拒绝

市消协：无特定合同约定情
况下钱可追回

市民黄先生7月11日向本报反映称，他
的妻子于女士年初在孙文东路46号西斯朗
美容美发中心办了会员卡，先后被诱导充了
78500 元，当时店家跟她承诺的是卡内余额
和用不完的项目都可以退，可当于女士要求
该美容美发中心退钱的时候，却遭到了拒
绝，他们认为店家涉嫌欺诈消费者。这是怎
么回事呢？

市民：洗头过程中被诱导充值
据于女士讲，一开始她是来这家店洗头

的，后来在店员推销诱导之下，她先后在会
员卡里充值并开通一些美容项目，数额共计
78500元。

于女士说，目前除了洗头，她在该店总
共开通了两个项目，一个项目是通经络，价
格是35000元10次，一个是温阳项目，价格是
4882元 10次，两个项目加起来一共消费了 5
次，共计 11042元，会员卡里尚有余额 39054
元。

那么，为什么要充这么多钱呢？于女士
表示，一开始店员说二楼有专业理疗师免费
体验项目，她就去体验了，体验过程中店员
向其推销一些美容项目，并承诺余额和用不
完的项目都可以退，“而且充值后折扣更大，
我就付了款。”后来向于女士推销产品、提供
服务的两个理疗师先后离职，于女士便萌发
了想要退款的想法。6月底她与该店负责人
沟通，结果被各种理由推脱。

回应：合法经营，不存在故意欺诈行为
就此事，该店负责人张经理接受采访时

称，他们一直合法经营，不存在故意欺诈行
为，店员不可能承诺“用不完的项目可以
退”。于女士要求退款的行为不合理，他举例
称就像客户去饭店吃饭，花钱点了一桌子
菜，现在吃了一半，不想吃了，便要求饭店退
款，这是行不通的。因为于女士的项目已经
开始消费，打开的产品也无法再卖给别人。

不过，对于于女士的诉求，张经理表示
愿意继续协商解决。

消协：无特定合同约定情况下钱可追回
记者随后致电市消协了解到，在无特定

合同约定的情况下，黄先生是可以追回相关
款项的。而广东保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吴冠华则表示，如果黄先生想要起诉商家，
需要收集充足的证据，比如之前店员对于女
士的口头承诺。此外，他建议黄先生与商家
进行沟通，在消费者协会的介入下达成一致
意见。

见习生 李鑫 本报记者 王伟

音乐会、舞台剧、大师班、夏令营、艺术课精彩不断

10多场艺术盛宴陪伴孩子度盛夏

按照《2018年治理违法建设“蓝
箭”专项行动工作方案》，为深入贯彻
落实全省违法建设专项治理三年行
动，全力推进治理违法建设“蓝箭”专
项行动。市城管执法局决定自今年 7
月至 12月实施“蓝鹰”工作计划，利
用无人机航拍技术对 24个镇区开展
两轮巡查航拍，进一步加强对各镇区
查处违法建设行为的指导和监督。

市城管执法局将对镇区建成区
开展无人机航拍，采集建设现状航拍
资料，建立无人机巡查航拍档案。重
点航拍巡查违法建设突出的城乡结

合部、河涌沿岸等区域，结合镇区总
体规划情况对建设行为是否占用绿
地、河湖水面等情形进行分析。

无人机巡查航拍过程中，如发现
正在建设的疑似违建行为，市城管执
法局将立即告知辖区执法人员予以
调查，接着将相关案件航拍资料书面
转交辖区综合执
法局核查并要求
反馈查处情况。

此次无人机
巡查航拍，还将
加强主城区高空

户外广告牌的监督管理，对石岐区、
东区、西区、南区主要街道进行巡查
航拍，摸清主要街道两侧设置的高
空户外广告牌底数，若发现破损、疑
似违法设置的高空户外广告牌，将
要求辖区综合执法局核实并查处。

文/隋胜伟 朱燕波

“蓝鹰”一冲天 违建立现形
“蓝箭”专项行动实施无人机巡查航拍监督

亚洲青年管弦乐团音乐会也将为中山的孩子们带来年轻的律动。

文/冷启迪 图/中山市文化艺术中心提供

警方提醒

注意三点可免灾
如何避免类似爆燃事故？警方提醒市

民做到三点：使用燃气时，千万要注意通
风。如果室内通风不良，燃气燃烧时会使空
气中的氧气含量逐渐减少，供氧不足将导
致不完全燃烧，从而易产生大量一氧化碳
有毒气体，造成人员中毒；用气完毕切记关
闭“双阀门”。有些居民用完燃气后，往往只
关闭燃气灶的开关，而没有关闭灶前阀门
（燃气表立管阀门），一旦胶管松动、脱落就
容易导致燃气泄漏，此时遇火星就可能出
现闪爆；胶管两端的管卡一定要拧紧。燃气
胶管一端接着灶具，另一端接着燃气管道，
这两端连接处都要用管卡拧紧，如有松动
或脱落就会漏气，成为爆燃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