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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目录不少于10个要素
领导班子成员职务及分工，厅

机关处室职能（包括负责人姓名、办
公电话等），公务员录用情况，“三
公”经费使用情况，行政权力、公共
服务事项的实施依据、办理时限、办
理地点、办理方式、办理材料、办理
流程、收费依据……

四川省教育厅的上述政府信
息，尽数写在公开基本目录中。不
仅有公开内容，同时还有事项类别、
公开事项名称、公开依据、责任处
室、公开时限、信息更新周期、公开渠
道、公开方式和咨询监督举报电话，
这正是四川20个省直部门政府信息
主动公开基本目录的范本之一。

四川省政府信息公开办相关负
责人告知，此次目录编制，从与老百
姓关系密切的领域出发，选择省发
展改革委、省经济和信息化委、教育
厅、公安厅、民政厅、财政厅、人力资
源社会保障厅、国土资源厅、环境保
护厅、住房城乡建设厅、交通运输
厅、商务厅、省卫生计生委、省地税
局、省工商局、省质监局、省食品药
品监管局、省安全监管局、省扶贫移
民局、省国税局等20个涉及重要民
生事项、重点项目工程、重大行政决
策的省直部门，先行开展主动公开
基本目录编制。

据介绍，编制按照“横向到边、
纵向到底”的原则，全面梳理权力清
单、责任清单、公共服务事项和群众
关切事项，做到应公开、尽公开。在
目录指标设置上，逐项确定每个具
体公开事项的类别、名称、内容、依
据、主体、责任处室、时限、方式等，
每个事项不少于10个公开要素，做
到分类科学、名称规范、指向明确。

以省教育厅为例，其政府信息
公开的渠道明确有省政府官网、四
川教育网，以及省教育厅官方微博
微信。通过提供的四川教育网网
址，用户就可以在该网站上找到目
录罗列的30项公开事项和100多
条公开内容。

政府信息更新周期有要求
梳理此次公开的20个目录可

以发现，所有部门的“领导信息”赫
然在目。省环境保护厅这一项信息
的公开要求，包括公开领导姓名、职
务、照片、简历、主管或分管工作、主
要活动和重要讲话等；省发展和改革
委员会这一栏的公开内容，写明“委
主任、副主任、党组成员等领导的姓
名、职务、分管工作等”；省公安厅公
开的领导信息也包括领导姓名、职
务、照片、简历、主管或分管工作等。

从目录中还可以看到，各处室
信息和“领导信息”一样“透明”，如
省交通运输厅的公开内容有厅内处
室职能、领导、联系方式等基本信
息，和厅直属单位职能、领导、联系
方式等基本信息等。省住房和城乡
建设厅公开内容也有厅主要职责，
厅机关内设机构及职责分工、办公
电话、传真，厅直属机构及主要任
务、办公电话、传真等。

从已经公开的基本目录可以看
出，涵盖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
果等政务运行过程中应公开的事
项，每条事项内容均明确了公开时
限和更新周期，有专家指出，这有利
于督查、评测等。以人事信息为例，
更新周期要求“实时更新”，且在信
息形成（变更）3-5个工作日内。

记者从省政府办公厅了解到，
2018 年 20 个已经编制基本目录
的部门，将结合正在推进的基层
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试点工
作，进一步调整完善公开目录，规
范优化公开流程，其他省直政府
部门将参照建立目录，逐步覆盖
全领域，不断提升主动公开的标
准化规范化水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李媛莉

时间一点点过去，看着眼
前深陷淤泥地的两个小孩，唐
春尧和救援人员心急不已。

6日是小寒后的第一天，
没有阳光，当地的气温仅仅
5℃左右，两个小孩陷入泥地
已经半个多小时，低温下时间
拖得越久，两个小孩体力肯定
无法支撑。

更危险的是，淤泥已经慢
慢从被困小孩的肚子漫到了
胸口，再不把小孩救起来，可
能会出现更严重的情况。

怎么办，直接走过去救
人？围着脚下的淤泥地走了
一大圈，唐春尧发现以成人的
重量走过去，淤泥肯定齐腰，
无法使力，救人困难——先前
两个钓鱼的村民用这样的方
法反而让小孩越陷越深。

看着救援人员带来的绳
子和长棍，唐春尧和消防人员
商量后，也打消了用外物拉人
的念头。“小孩陷入泥地太久，
体力已经不支，加上恐惧心
理，如果小孩自身发力不正
确，也容易越陷越深。”怎么尽
快把两个小孩安全救出来，唐
春尧来回踱着步子，心急如
焚。

“我们想过多种办法，但
考虑到不可控制的意外情况，
都否决了。”唐春尧说，小孩遇
险的地方处于涪江边，正巧是
曾经埋过天然气管道的地方，
被挖得很深，后来用泥土填
埋，土质疏松，加上江水和雨
水浸泡，小孩脚下泥地已经变
成了类似于“沼泽地”的软泥，
小孩紧张，移动身体就很容易
陷下去。

“啊，不要动，要往下掉。”
看着小孩又往下沉了一点，一
旁的村民惊叫了起来。

时间紧迫，到底怎么救出
被困小孩？就在救援人员准备
脱光衣服，捆绑绳子，无奈以人
力施救的时候，远处隐约可见
的沙场让唐春尧有了办法。

1月6日，小寒后第一天，绵阳江油市九岭镇日间温度仅5℃。当天下午2点40
左右，在镇上中河村的涪江河畔旁，两名9岁儿童、1名5岁儿童身陷河畔，情况危急。

同行12岁女孩发现伙伴被困，不顾危险，先将5岁儿童拉出了淤泥，后试图拉出
另外两名同伴未果。“我们一起喊救命，这样声音大。”一边喊救命，她一边给家人打电
话求救。随后，附近居民与钓鱼村民闻声前来救援并报警。

2点55分，警方接警后6分钟赶到现场，经过一个多小时努力，借助一辆挖掘机
终于将两名儿童安全救出。

出警民警唐春尧说，临近年关，学生放假，家长一定要告诫孩子，不要擅自到没有
安全设施的溪、江、河、海等水域玩耍，以免出现意外情况。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刘虎 警方供图

据新华社北京1月7日电 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推进城市
安全发展的意见》，要求促进建立以安全生产
为基础的综合性、全方位、系统化的城市安全
发展体系，全面提高城市安全保障水平。

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有关负
责人介绍，根据意见，到 2020年，将建成

一批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相适应的
安全发展示范城市；到2035年，将建成与
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安全发
展城市；持续推进形成系统性、现代化的城
市安全保障体系，加快建成以中心城区为
基础，带动周边、辐射县乡、惠及民生的安
全发展型城市。

两办出台意见促进城市安全发展体系建设

挖掘机救起两名深陷淤泥儿童

夺命泥沼夺命泥沼

下午3点30左右，唐春尧
打通了沙场老板的电话，“这
里有小孩被困了，赶快把你们
的挖掘机开过来。”

“我跟救援人员商量，利
用挖掘机挖斗臂长，机器有履
带不容易下沉的优势，让救援
人员踩在挖斗里救人。”唐春
尧解释说，看着快速靠近的挖
掘机，他跟救援人员一起，在
淤泥地旁事先选好了比较牢
固的地方，供挖掘机进入。

在警方提供的一份视频
中，清晰记录了救人过程。

一辆挖掘机停靠在路边
干燥地面和被困小孩居中点，
但接近一半履带已经陷入到
泥地里。

挖掘机司机操作挖斗，载
着两名救援人员，缓缓移动，
停靠在被困小孩身边。救援
人员蹲在挖斗里，使劲向上提

着小孩的手和衣服，试图直接
将小孩拉出来。

两名救援人员奋力提着
小孩往外拉近1分30秒，仍然
没能将小孩拉出来。“困得太
深了，直接拉不出来，大家看
着都很心急。”唐春尧说，在此
情形下，一名救援人员就踩着
挖掘机的履带，把铲子递了过
去，先将小孩身边的淤泥清理
一下，再将孩子拉扯出来。

下午4点，清理小孩身边
淤泥后，经过近3分钟的努力，
小孩终于被救援人员“拔”了
出来。

随后，两名被困小孩跟着
家长回到家中，据小孩父母介
绍，两名小孩均没有感冒。“我
们打算等两天再来教育他们，
叮嘱以后不能到这些地方
去。”（文中所涉未成年人均为
化名）

1 月 6 日下午 2 点 55 分，一个来自
110指挥中心的电话打进了绵阳江油市九
岭镇派出所，“几个小孩陷入江边河滩淤
泥地了，救援困难，急需帮助。”接警后，派
出所民警立即联系消防等部门赶赴现场。

“事发地点位于九岭镇中河村2组涪
江河边，距离派出所不远，我们大概六七
分钟就到了现场。”派出所民警唐春尧说，
眼前的一幕让大家一瞬间紧张起来。

在他面前，两个小孩身陷涪江边的泥
沼不能动弹，淤泥已经接近胸口位置。而
泥沼旁的硬地上坐着一个满身是泥的小
孩，另有一个小女孩则光着脚丫站在一
旁，神色紧张地说着原委。从她口中，唐
春尧大概知道了事情经过。

6日正值周末，中河村的欣欣（9岁），
和同村小伙伴冰茹（12岁）、思奥（9岁）一
起，带着5岁的亮亮，在家附近玩起了捉迷
藏。

几人相互追逐着，跑到了涪江边上河
滩淤泥地旁，踩着脚下软软的湿地，欣欣、
思奥两人没有发觉危险，继续往前，走着
走着，两人突然觉得不对劲。“脚踩在泥里
面拔不出来了，而且湿泥很快就没过了膝
盖。”欣欣回忆说，转身望去，思奥离他大概
一米远，也陷在淤泥地里，而5岁的亮亮站
在稍浅的地方，姐姐冰茹已经不见踪影。

看着不远处流动的涪江，眼前没有一
个大人，欣欣几人慌了神，赶紧大声叫了
起来，“来人啊，救命。”

距离欣欣几人最近的冰茹第一时间
听到了呼救声，她循着声音立即跑了过
去。

“当时他们说去河滩耍，我就给他们
说不要去，那边危险，然后就先去上厕所
了。”冰茹回忆说，她当时提醒了几个弟弟
妹妹，但没想到自己去了一趟厕所出来
后，就听到了救命声。

跑到河滩边，发现3个小伙伴都陷到
了淤泥地里，冰茹没有犹豫，朝着最近的
亮亮径直走了过去。

“踩进泥里，先把距离最近的亮亮拉了
起来，看到另外两人喊着‘救我’‘救我’，就
准备走过上去拉他们。”说起当时的情景，
冰茹记忆深刻，脚下的感觉越来越软，新
鞋子也被淤泥拉掉了……伸手拉住欣欣

后，冰茹几次发力想要把欣欣拉起来，却
发现只要欣欣一动，不但不会往上，反而
越动陷得越深。这情形让冰茹猛然醒悟
过来，急忙呼喊着“不要动”，并赶紧让大
家一起喊救命，以便让远处的大人们听
到。

“我当时想着找一些棍子，把他们拉
起来，但周边都没有。”一边大声呼喊着救
命，冰茹还赶忙给家里打了电话，希望外
婆来帮着救人。

人多力量大，几人大声呼救，让正在
不远处钓鱼的两个村民闻声赶来。“两个
叔叔试着将他们拉起来，但是都没有用，
欣欣他们在淤泥里越陷越深。”于是，冰茹
跟两个村民一起爬到了路边，拨打了110
报警。

2点55分/接警
“几个小孩陷入江边河滩淤泥地，救援困难，急需帮助”

20个省直部门政府信息公
开目录公布

领导信息和办公电话

“全透明”
对政府部门公布的信息，你最关

心什么？是办公地址、办公电话、传
真？领导班子基本信息、分工？所有
处室的联系方式？还是行政权利清
单？政策法规解读？无论是什么，今
后都能“一网打尽”。

1月7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从四川省政府官方网站获悉，截
至2017年12月31日，四川20个省
直部门政府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
全部编制完成并对外公布。不管是
机构概括、政策法规，还是人事管理、
资金管理等，对照20个省直部门政府
信息主动公开基本目录，都能找到你
需要的。

3点10分/施救
救援人员心急如焚，却难破

“沼泽地”救人

2点40分/事发
12岁女孩主导自救，勇敢救下一名小伙伴

下午4点/解救
清淤后，救援人员站在挖斗

内“拔”出被困小孩

时间紧迫
人力救援却陷入施救难局

危急

焦急

绵阳江油
两小孩陷入江边齐胸淤泥

救援人员最终通过挖掘机救下两名受困儿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