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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高新区：
开展廉政主题教育
强化干部廉洁意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张想玲）
近日，成都高新区结合近期查处
的典型案件及相关工作实际，开
展为期一个月的“切实履职尽责
坚决维护群众利益”廉政主题教
育月活动，不断增强党员干部的
拒腐防变能力和勤政廉洁意识。

本次教育月活动在总结此前
党风廉政教育工作经验的基础
上，通过召开中心组学习会、民主
生活会、参观警示教育基地、观看
警示教育片、学习警示教育读本、
撰写心得体会等多种方式，引导
高新区党员干部尤其是各级领导
干部从典型案例中吸取教训，举
一反三、深刻警醒，切实增强秉公
用权、廉洁从政的自觉性，进一步
磨炼党性、坚定信念、转变作风、
凝聚力量，在高新区上下形成拒
腐防变、警钟长鸣的强大声势，共
同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社会氛
围。

活动调动起各街道、各乡镇、
各部门党员干部学习讨论热潮。
高新区国际合作和投资服务局在
主题教育月活动中，以“政治素
养、风险防范、精神境界”三个提
升为目标，以身边发生的“微腐
败”典型案例以案说纪，用直面反
面人物带来的震慑效果，让全体
党员干部汲取深刻教训。同时，
该局还进一步结合工作实际，分
析每个工作环节可能存在的风
险，认真排查廉政风险点，加强内
控机制建设，从源头上防治群众
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

成都武侯区：
“互联网+政务服务”
打造廉洁规范服务新模式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谢燃岸）
5月 16日，成都武侯区政务服务
中心大厅内的自助一体机旁，市
民刘女士拿出身份证，在机器验
证处一扫，屏幕上随即出现了视
频识别窗口。刷脸验证通过后，
不到1分钟，她的营业执照已经打
印完毕并顺利取出。

近年来，武侯区深入推进“互
联网+政务服务”建设，以互联网
思维为导向，着力提升智慧化建
设为主线，力求打造最简手续、最
优服务、最快速度政务服务的同
时，从源头消除腐败滋生土壤，形
成了互联网阳光政务服务新模
式。

据了解，武侯区探索建立了
以“六中心三平台”为核心的“制
度+科技”腐败防控机制，实现了
行政审批全流程网络智能监控，
大幅降低了面对面办事的权力寻
租风险。防控机制实行随机分发
办件资料，确保审批阳光透明；利
用互联网技术压缩了自由裁量
权，杜绝了“人情审批”。“六中心
三平台”防控机制形成了“岗位防
控、专项防控、重点防控、科技防
控”的综合监管格局，实现了“可
视、可控、可查、可纠”的全程跟
踪，从根本上遏制了腐败的发生。

下一步，武侯区纪委监委将
围绕“全面落实年”工作部署，重
点检查政务公开，群众反映问题
处理，承诺服务履行等方面问题，
以群众需求为引领，以便民利民
为导向，进一步强化执纪监督，坚
决治理“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
等问题，全力打造规范、透明、公
正、便捷的政务服务环境。

万源通过微监督“晒”村务

华西都市报讯（苏攀婧 记者
罗轩）“2018 年 3 月，牛卯坪村
2018年第一季度电费支出5196.7
元，购买档案盒720元。”像这样的
村账明细，每月、每季度在达州万
源市村级月会、季度会后，都会公
示在“村务监督微信群”。

今年以来，万源市按照“一村
一群、一户一人”的原则，在全市
52个乡镇建立441个“村务监督
微信群”，每月定期将扶贫专项资
金、惠民补助资金、村财务支出明
细等内容“晒”在微信群里，便于
村民及时了解、知晓和监督。村
务“三重一大”决策过程、党员大
会等，还能以现场视频直播形式
在群里公开，全程纪实，接受广大
党员群众及时有效监督。

“建立这样的微信群也很方
便，只要将每家每户的代表加进
来就行，真正是手指一点，全村事
务一目了然，我们开展工作也更
方便。”白沙镇青龙嘴村支部书记
周冬雨一边翻着微信群，一边说
道。正准备前往上海打工的太平
镇牛卯坪村党员袁际海说：“我虽
然常年在外地打工，但只要点开
村里的微信群，就能随时看到村
里做了哪些事，财务收支情况也
一清二楚。”

5月16日，记者从遂宁市公安局船
山分局获悉，船山区老池乡的两名少女
因厌学而离校出走长达5天，派出所所
长扮成网友，从而得知少女的藏身地
点，随即赶到简阳与少女家人一起将两
少女劝回遂宁。

两名初中女生离校出走

5月2日，船山区公安分局老池派出
所接警，老池中学两名女同学从学校出
走，失去联系。据民警介绍，少女周某和
敬某某系同学，均为15岁。她们出走后，

不仅急坏家人，也让老师和同学们担忧不
已。民警通过其家属了解到，两人均为单
亲家庭子女，且性情孤僻，此次出走前家
人并未发现任何征兆。

“两名少女出走后，家人急得团团转，
到处打听女儿的下落，而敬某某的家人还
为此急出病而住进医院。”鉴于出走人员
属于未成年少女等原因，老池乡派出所所
长聂荣江立即向上级汇报了情况，并组织
民警研究寻人策略。

民警扮网友与少女加好友

民警决定开展摸排寻人，从出走少女
的喜好或身边人查起。民警从周某家人
处了解到一个信息，周某平时很喜欢上

网，聂荣江根据该条重要线索，以网友名
义添加周某为微信好友，并在微信聊天中
逐渐摸清其活动轨迹。通过微信聊天，聂
荣江终于在少女出走第5天后的深夜确
认两少女在成都的消息。

随后，聂荣江立即组织民警赶赴成都
寻人，但当他们到达成都后却与周某失去
了联系，直至次日下午才再次联系上周某
得知两少女已去了简阳城区。于是，聂荣
江又带领民警驱车赶到简阳。然而，当民
警到了简阳，周某却表示不愿出门见“网
友”聂荣江，最终经聂荣江耐心劝导，周某
和同学的藏身地点终于被确认。聂荣江
随即通知简阳市公安局民警，一起将周某
带到了当地派出所。

几经周折两少女平安返家

在简阳市的派出所内，民警确认周某
的人身安全后，通知其家人和老师赶到简
阳接人。周某经劝导同意和家人一起回
遂宁，平安到家后她和同学敬某某通了电
话，劝敬某某早点回遂宁与家人团聚。次
日，敬某某自行回到遂宁家中。

据派出所民警介绍，由于这两名少女
性格孤僻，且有较重的厌学情绪，又不愿与
家人和老师沟通，致使两人做出离校出走的
荒唐事，准备去外地打工赚钱养活自己。民
警提醒，家长要多和孩子沟通，注意教育子
女的方法和技巧，防止类似事情发生。
刘文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周洪攀

两少女厌学离校出走 民警扮网友将2人找回

就在受灾群众开展自救互救的同时，一
架运输机从空中呼啸而过，随后，10名伞兵
从天而降。

“5·12”汶川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的汶
川、茂县等地区通信和交通中断。2008年5
月14日12时30分，空降兵某部15名先遣队
员在无气象资料、无地面指挥、无地面标识
的条件下，从5000米高空成功空降到茂县

地域，创造了世界军事航空史上的奇迹。
15名空降兵历经7天6夜，徒步220公里，

先后在7个乡、55个村庄侦察灾情，向上级报
告重要灾情30多批次，为指挥部指挥部队开进
和部署抗震救灾提供了科学的信息依据。

演练场上的10名空降兵，降落在震中区
域后，迅即开辟应急通信。并在第一时间向指
挥部报告初步灾情，顺利建立灾区信息通道。

6.5级地震“突发”10名伞兵空降震中

全国首次 空降兵参与地震演练
2018年四川省级抗震救灾综合演练在德阳举行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董兴生摄影报道

一群受灾群众从一片废

墟上跑出来。哭喊声、求救

声，不绝于耳……5 月 16 日

上午 8：50，2018 年四川省级

抗震救灾综合演练在德阳举

行。演练模拟处于龙门山断

裂带的德阳市发生 6.5 级地

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

于德阳什邡市红白镇。

伞兵高空跳伞、化工厂

爆炸、直升机救援、空投物资

……一系列震撼科目堪称大

片。

本次抗震救灾综合演练

是我国第一次空降兵投入地

震应急演练，也是四川通用

航空应急抢险救援队第一次

参与地震应急演练。本次抗

震救灾综合演练，共投入各

种装备600余台，参与演练人

员4000余人。

化工厂爆炸
省市消防全力扑救

“砰！”传来一声巨响，
场地右侧的“什邡市红白化
工厂”发生危化品泄漏事
故，情况危急。抗震救灾指
挥部接到报告后，立即调派
危化、消防处置力量实施救
援。

首战出动的灭火侦察
机器人，进入核心区域侦察
灭火；堵漏小组身着隔热
服携带堵漏工具，对泄漏
点实施器具堵漏；冷却小
组利用移动水炮，对化工
装置实施冷却保护；举高
喷射消防车也在紧张地展
开作业。

就在这时，罐体发出尖
锐的啸叫声，这是大爆炸的
前兆。

消防官兵紧急安全撤
离后，现场发生了猛烈爆
炸，一片火海。

接到报告后，四川省消
防总队立即启动跨区域增
援预案，紧急调集川北战区
危化品火灾处置机动队到
场增援。

大火被扑灭后，德阳市
环境监测中心队伍到达现
场，对现场进行环境监测。
同时，武警部队出动兵力处
理废水，防止污水外溢。

此外，德阳市疾控中心
消毒队出动了消毒车和电
动消毒喷雾器，卫生防疫人
员身穿防护服对废弃及倒
塌的人类居住设施、人类及
动物粪便、生活垃圾、居民
安置点的外环境开展严格
的消毒处理，避免传染性疾
病的发生。

中科院专家：
灾害应急
“德阳做法”值得推广

中科院专家陈安认为，
这些年来，四川省在灾害应
急方面，做的工作非常扎实
到位。未来的灾害可能会
更大，救援可能会更难，更
复杂。“但是，有这么一支非
常全能的队伍，未来的救灾
是可以指望的。”陈安说，

“德阳‘第一响应人’的做法
值得推广。”

陈安表示，四川经验不
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其它
国 家 和 地 区 也 有 很 大 反
响。“未来会建立现代应急
的中国模式，其中将包括德
阳做法和四川经验。”

各方救援力量挺进“孤岛”

5月16日上午8：50，什邡市红白镇，6.5
级地震“突发”。

地震造成震中及周边地区部分房屋倒
塌，道路、桥梁损毁，几十名群众被埋，上百
名群众受伤，数千名群众和外地游客亟需疏
散转移。震中红白镇道路、通信、电力中断，
已成“孤岛”。

各方面救援力量迅速集结。演练现场，
一些穿着“第一响应人”背心的人员显得格外
醒目。据了解，德阳是全球首个开展“第一响
应人”培训的城市，目前已累计培训5000余

人，覆盖全市机关、乡镇、社区、企业。
省委、省政府迅速组织各方力量，全力

开展抗震救灾工作。与此同时，四川省军区
紧急请示西部战区空军和空降兵空中支
援。西部战区空军迅速派出2架运－9飞机
前往灾区侦察灾情。

在道路未抢通的情况下，德阳市抗震救
灾指挥部第一时间向什邡派出了前线指挥
部。按照指挥部命令，市县两级卫生应急队
伍、德阳市民政、红十字会以及气象、电力、
通讯力量第一时间火速赶赴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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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名伞兵空降震中 开辟应急通信

演练到了第三个科目，指挥部接到报
告，震中某山区村落交通中断，地面救援受
阻，救援物资一时难以到达灾区，食品、药
品、饮用水奇缺。指挥部紧急派出四川通用
航空应急抢险救援队伍前往救援。

记者现场看到，演练场上空，陆续飞来
多架直升机，在目标地点上空20米悬停，并
空投救灾物资。

据介绍，2017年“8·8”九寨沟地震之
后，四川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要在注重发
挥驻川部队、武警空中应急救援作用的同
时，整合通用航空应急资源力量，建立形成

军民协同、空地一体的应急抢险救援格局。
先期，将西林凤腾通航、驼峰通航、西

华通航、路正通航4家省内通用航空企业
纳入全省应急体系建设范畴，组建了“四川
省通用航空应急抢险救援队”，形成了四川
省军警民相结合的空中应急抢险救援队伍
体系。

最先飞临灾区上空的是四川西林凤腾
通航公司的直升机。随后，几家通航公司出
动的直升机，全都顺利完成了空投物资。

本次演练，也是四川通用航空应急抢险
救援队第一次参与地震应急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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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航空参加演练 运送救援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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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厂爆炸应急处置。

抢救地震伤员。

消防空中抢险。

直升机运送伤员。

伞兵高空跳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