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望孩子

为援建小学校再捐十万元
在绵阳，说到先锋路小学，必会想到泰

国公主诗琳通。实际上，这所小学如今的
全名是“先锋路诗琳通公主小学校”。

带着红领结，嘴角一直挂着笑，左右手
拉着小朋友……4月7日下午，在先锋路诗
琳通公主小学校，诗琳通被小朋友围绕着，
一直都是乐呵呵的。这已是她第三次来到
绵阳市先锋路小学。此次，她再度给学校
捐赠了10万元和一些书籍。

2009年，在汶川地震发生后，诗琳通
捐资1100万元人民币整体重建先锋路小
学。诗琳通一直牵挂着这所学校的重建和
发展。2010年4月8日，她参加了该校的
落成典礼。

她在现场致辞中说道：“我很想念你
们。这次来看到你们的校园更漂亮，进步
更大了，我非常高兴。孔子说，学而时习
之，不亦说乎。希望你们爱学习，爱生活，
不断进步。”

该校校长程勇德告诉记者，先锋路诗
琳通公主小学有约1500名学生，80名教
师。该校与泰国皇家吉拉达学校结为姊妹
学校后，每年都会固定开展2次师生交流
活动。交流时间最长一个月，最短14天。
在交流期间，该校师生把四川的传统民俗
文化带到泰国。目前累计已有500名学生
到泰国交流。

据悉，诗琳通捐赠的书籍有三类，包括
诗集、美食烹饪、环境保护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秋凤
摄影 谢凯

◎不少国际观察人士认为，特朗普政
府一再升级对华贸易摩擦，不但不能改善
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还将引发金融市场
波动，损害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拖全球
经济复苏的后腿。

◎多位财经领域专家7日表示，美国外
贸长期持续逆差主要是由于低储蓄率、美
元本位等结构性原因，而其一再升级对华
贸易摩擦，将打击美国内的实体经济和资
本市场，并伤害普通投资者和百姓的利益。

特朗普对华发出再征税威胁

没唬住中国美股恐慌暴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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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蓥市，是一座典型的资源城市，煤炭
和水泥，曾是当地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
础。但随着无序开采增多，也带来了资源枯
竭、环境恶化等问题，以往“靠山吃山”的索
取式发展走到了尽头。华蓥市天池镇伍家坳
村村民秦顺勇告诉记者，前些年有些企业在
附近开山采矿，到处是灰蒙蒙的，很多山体被
挖了后，青山出现了大块小块的伤疤，一遇下
大雨，水土流失严重。

“天池镇是典型的石漠化区、采煤沉陷
区、饮用水源地保护区，生态文明建设异常
繁重。”天池镇党委书记王艺鸿说，去年，
在检察机关的协调下，国土、林业、环保等
部门联合行动，开展工矿废弃地复垦、植树
造林、畜禽养殖污染治理等专项行动，关闭
了非煤矿山6处，治理堆码场20处、排污
口200余处，关闭污染养殖场143家，新增

绿化面积3500余亩，成效显著。
天池镇的做法，只是华蓥市抓好生态保

护的一个缩影。随着“生态立市”战略的不
断实施，华蓥山的生态得到了较大改观，
2017年，华蓥也从四川第一个资源型城市转
型为全国生态保护与建设典型示范区。

为了巩固转型成果，充分发挥检察监督
促进依法行政、共同保护生态环境的职能作
用，3月14日，广安检察护航华蓥山生态环
境专项行动动员大会（以下简称“动员
会”），在天池镇伍家坳的杨家坝石场举
行。会上，华蓥市委副书记、市长谢洋波
说，希望检察机关通过行政检察监督的方
式，督促各行政执法机关严格履行职责，尽
全力恢复受到损害的华蓥山生态环境，遏制
区域内各种资源的破坏性开发，切实改善华
蓥山生态环境质量。

参观遗址

“两国人民有着深厚情谊”
遇难者公墓石碑上仅有几个数字，写

着“2008 5.12 14：28”。这里松柏环绕，绿
草常青，寄托了对成千上万地震遇难同胞
的哀思。这里是一方净土，一个安宁祥和
的墓地。

诗琳通手拿笔记本，一边听着讲解，一
边不停记录。听到触动之处，她便停步往
回走，掏出手机拍下照片。

“以前住在这里的幸存者现在都搬走
了吗？”“你能再告诉我，地震发生的具体时
间吗？”“你说的那个被埋104个小时被救
的女孩，现在还活着吗？”诗琳通在现场提
了很多问题，不断用笔在本子上记录。

诗琳通对北川的建设很关心。46岁
的杨昌军是当地居民，10年前，地震发生
时，他的母亲和哥哥等亲人在地震中遇
难。2009年，诗琳通来北川时，他也在现
场，那时北川新县城才刚刚开始建设。这
次他告诉诗琳通，北川新县城早已经建好
了，老百姓住上了安全的新家。

在参观时，诗琳通大多时候是静静倾
听。而临走时，诗琳通说了很长一段话。
她说，泰国发生海啸时，中国的红十字会立
马提供帮助，特别是泰国渔民村得到中国
很大支持。汶川地震发生后，这些渔民也积
极筹集资金帮助灾区。在得知地震灾区需
要帐篷时，泰国捐赠了很多相关物资过来。
但是，当时泰国没有很多大帐篷卖，于是就
专门订做，做好了就马上送过来。两国人民
在遇到困难时互相帮助，一起渡过难关，这
反映了两国人民之间有着深厚情谊。

诗琳通公主参观绵阳先锋路诗琳通公主小学校。

诗琳通公主为地震遇难同胞献花。

月底，四川广安
市华蓥市天池
镇，两名检察官驱
车来到杨家坝石
场，一下车就开始

一株株的查看树苗。
“咦，这一棵好像有

点干枯了，不知道能不
能活。”华蓥市人民检察
院检察官田顺华一边说
一边在笔记本上记录，
“不能种了就完事，还是
要通知人过来浇水、维
护。”

杨家坝石场位于华
蓥山系，不久前，因为无
序开采，广安市检察机
关以公益诉讼的方式对
涉及华蓥山系的16起
环境案件立案，这是其
中之一。3月中旬，杨家
坝石场按计划开始复
垦，种上了树苗。这次
前来，是检察官们对杨
家坝石场进行回访。

为保护长江上游重
要生态功能区华蓥山，
四川、重庆联合成立了
护航华蓥山生态环境专
项行动领导小组，共同
打击涉生态犯罪的违法
行为，目前，共有8家川
渝基层检察院加入。据
了解，这种由检察机关
跨省联合行动护航区域
生态保护的做法，在全
国尚属首次。

护航长江上游生态，川渝8家检察院联手开展公益诉讼

法学专家、司法部司
法研究所原所长王公义
说，检察机关从去年7月
开始正式提起公益诉讼
工作以来，也在摸索如何
才能更好的开展公益诉
讼。一般来说，环境类的
公益诉讼，很多涉及河
流、山川、大气、土壤等环
境污染，而这些往往又不
是局限在某一个区域，这
就会衍生出很多实际的
问题。比如：一个案子发
生多省交界，涉及多省人
民群众的利益，到底该谁
提起诉讼？跨区域办案
又该如何协调？

“这些都是很具体的
问题，但据我所知，公益
诉讼才正式开展 7 个多
月，全国还没有一个成型
的模式，华蓥山的这种做
法属于全国首创。”王公
义说，就广安的探索来
看，确实很有意义，它解
决了司法实践中的具体
问题，四川、重庆8个基层
检察院加入到保护华蓥
山脉的行动中来，不但有
很大的震慑作用，联合办
案组也会带来高效。

“从长远来看，这种
探索肯定是有益的，是办
理生态环境资源类案件
的一种趋势，以后会越来
越多。”王公义说，希望这
种模式，能够在实战中不
断探索和完善，形成可复
制的经验并进行推广。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吴柳锋摄影报道

在华蓥市人民检察院，有一个6人办
案组，专门办理生态环保方面的公益诉讼
案件，行政检察科科长陈金明任组长。

主动介入华蓥山的生态保护后，办案
组梳理发现，在去年3月关停的18家非煤
矿山中，有16家在关闭后依然没有拆除生
产设备，更谈不上依法复垦，导致环境破坏
面积达1100余亩。

“相当于在关停后，环境恢复工作就没
有继续开展了。”陈金明说，华蓥市检察院
立即发出检察建议，要求华蓥市安监局拆
除设备，国土部门恢复生态并制定复垦方
案，“比如这个地方适合种什么树，存活率

如何等等，都要求明确。”
2018年 1月，关停矿山的设备拆除完

毕。但检察机关在回访中发现，复垦工作
进展却有些缓慢。随后，针对国土局未依
法督促16家企业复垦的行为，华蓥市人民
检察院进行了公益诉讼立案，并于2018年
2月向华蓥市国土局发出诉前检察建议，
督促非煤矿山企业完成土地复垦义务。

“对检察机关而言，诉讼不是目的，通过
诉讼解决问题才是目的。”广安市人民检察院
行政检察处处长雷景辉说，在对伍家坳等16
个案件立案和发出诉前检察建议后，如果问
题仍得不到解决，就会正式进入诉讼程序。

华蓥山系，从四川省达州市大竹县、渠县
自北向南经广安市前锋区、华蓥市、邻水县，
一直延伸到重庆市合川区、北碚区、渝北区。
3月14日，在华蓥山天池镇举行的动员会上，
华蓥山系所涉的8个基层检察院均到场参会。

作为该动员会最重要的一个环节，8
家检察院的代表依次上台签下跨区域的合
作宣言，约定在成立护航华蓥山生态环境
专项行动领导小组后，整合跨地域的多方
力量，严厉打击环境污染、破坏动植物资
源、破坏国土矿产资源等犯罪行为。“这个
平台搭建起来后，就改变了以往单打独斗

的局面。”雷景辉说，广安检察机关在司法
实践中发现，涉生态环保的案件，大多需要
跨区域取证，川渝两地8家检察机关联合
起来后，只要遇到跨区域的案件，很快就可
以成立跨区域的联动办案组。目前，8家
检察院正在寻找跨区域联合办案的线索。

四川省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处副
处长吴华斌说，广安检察院的这一做法很
好的解决了跨区域生态保护的问题，在全
省具有开创意义。这一机制一旦成熟起
来，将很好的解决华蓥山甚至长江上游的
生态保护问题。

无序开采留“伤疤”
资源型城市转型生态保护转型

跨区域生态保护

属全国首创

护航 关停矿山未复垦
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立案

探索 川渝检察院联手
严厉打击破坏资源等行为

诗琳通访川首站：
到北川地震遗址献花

4月7日，北川老县城地震遗址上空，天空
湛蓝，春风轻柔。泰国公主诗琳通访川的首站
定在这里。在遇难者公墓前，她手拿一束黄色
的菊花，缓步走到公墓的石碑前，轻轻放下，一
句话没说，静静地看着石碑。良久后，她对着石
碑深深地鞠了一躬。

访川之行，诗琳通还来到位于绵阳的先锋
路诗琳通公主小学，再次为该校捐赠了10万元
和一些书籍。而此前的2009年，诗琳通捐资
1100万元人民币整体重建了先锋路小学。

应中国政府邀请，泰国公主诗琳通于4月3
日至10日访华，其中4月6日至10日访川。
诗琳通公主是泰国王室的重要成员，在泰国享
有崇高声望和地位，对中国感情深厚。

华蓥山无序开采的采石场之一。

华蓥山青山绿水中，远处隐约可见“疤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