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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外出买菜
留男童独自在家

据悉，获救男童今年4岁半，住在
该单元8楼。上午其父外出买菜，他独
自在屋内玩耍。后来，他翻到 8楼平
台，不慎掉落至 7楼，出于本能紧紧
抓住了7楼阳台外的护栏。楼下行人
第一时间发现这一险情，并大声呼
喊。7楼住户听见后，看到“挂”在自
家窗户外的男童，立即冲到窗边，紧
紧抓住男童双手，为民警和消防员的
营救赢得时间。

随后，男童经120诊断，除背部有
擦伤外身体无大碍，被父亲带回家中。

“太感谢了，谢谢民警、消防员，也要谢
谢好心的邻居。”中午，男童的父亲通过
民警向参与救助的好心人表达了感

谢。同时，听说7楼邻居家的阳台窗户
和防护栏在救助过程中受到损坏，他主
动表示，要承担起维修恢复的责任。

◆ 警方提醒 ◆

暑期青少年意外高发
家长应加强监护

随着暑期到来，青少年意外事故也
进入了高发期。警方提醒广大市民尤
其是未成年人的家长，应切实履行监护
职责和义务，加强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
和看护，安排好他们的娱乐、学习和健
身活动。此外，还应特别注意，尽量不
要把低龄儿童独自留在家中，以免发生
坠楼、窒息、烧烫伤等事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于婷
图片由警方提供

4岁男童8楼坠到7楼
邻居抓住他的手

6月23日10时许，成都石人北路某小区，一名4岁半
男童独自在家玩耍，后翻上8楼平台坠落至7楼，所幸
男童及时抓住了7楼护栏。

就在他整个身体“挂”在7楼护栏外时，被楼下行人和7楼住
户及时发现，7楼住户从护栏内侧紧紧抓住男童的手。随后，接警
的成都青羊区公安分局府南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和消防员一起
破窗、拆护栏，事发不到20分钟，成功将男童救下。

民警消防
拆栏营救

男童从8楼坠下
悬挂7楼护栏外

“快点！有个男娃娃挂在7楼
护栏外！”23日10时10分，青羊区
公安分局接到市民报警称，石人北
路某小区7楼阳台护栏外有一名男
童，仅靠双手抓住护栏，整个身体
都“挂”在护栏外侧，情况十分危
险。正在附近巡逻的府南派出所
民警周郦斌立即和同事黄勇一起
赶往事发小区。

三四分钟后，民警赶到现场。
此时，不少热心市民聚在7楼住户
的阳台上，正商量如何救下男童。
人群中，7楼住户从护栏内侧紧紧
抓住男童手臂，将他“固定”在护栏
上。而护栏外的男童，虽然双手被
护栏内大人抓住，脚踩在底部栏杆
上，但他整个身体仍悬在7层楼护
栏外。因为害怕，他情绪渐渐失
控，不断大声哭喊。

各方合力救援
拆护栏救男童

“不要怕，警察叔叔来了，马上
救你下来。”周郦斌第一时间找来
绳子，缠绕在男童的身体上，将他
固定在护栏上。随后，经7楼住户
同意，民警击碎玻璃，将窗户整体
卸下，在稳住男童身体的同时，试
图调整角度将男童移至护栏内。
但由于护栏间缝隙较小，男童头部
无法进入。

随后，消防员也赶到了现场，
使用专业破拆工具将窗户外护栏
割开。民警一边安慰男童，一边紧
紧抓住男童手臂，有热心市民把手
伸出护栏，将男童的身体托住。

“头往下，往左边点。”在护栏
被破拆开后，民警用手护住断口，
缓缓移动男童身体，头部、上半身、
脚，男童的身体逐渐移进室内。10
时30分，男童被成功救下。整个营
救过程，用时不到20分钟。此时，
赶到现场的男童父亲，悬着的心终
于落了地。

男童“挂”在7楼护栏外。

获救男童父亲向民警表示感谢。

各方合力营救男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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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江县创新方法
打造廉洁卫计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为全面深化医药卫
生体制改革，蒲江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结合“大学
习、大宣传、大调研”活动，严格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责
任制，不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制度创新、方法创新。

开展廉洁医院创建工作，完善医院各类廉洁
制度，规范医护人员廉洁行医。召开廉洁医院示
范点创评工作推进会，强化经验交流，确保示范点
创建取得实效。结合近两年来各公立医疗机构廉
洁行医方面投诉情况，评选2家公立医疗机构为
廉洁医院示范点，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开展行业作风专项整治，解决突出问题。通
过行业作风建设专项整治活动，整治“大处方、大
检查”和昂贵、自费药品及耗材过多使用等医疗服
务不规范行为；通过基层调研、集体研讨等方式找
准药品、耗材采购风险点，健全药品采购“两票制”
机制，有效防范医疗机构医药购销领域廉政风险，
确保药品阳光采购。

加强医院财务事前、事中、事后监管，通过严
格预算管理，加强支出过程管理，注重医院的成本
与控制，严格药占比、人均例均费用控制等措施，
切实让利于老百姓，提升群众获得感。

严格依法执业，开展打击非法行医专项整治
活动，依法取缔非法行医摊点4个，非法坐堂行医
2起，下达监督意见书30份。

袁文才，1898年生，江西宁冈县（今井冈山
市）人。王佐，1898年生，江西遂川县人。两人
都生长在井冈山地区，早年因反抗土豪劣绅的
压迫，相继投身绿林，组织队伍，“杀富济贫、除
暴安良”，在茅坪和茨坪遥相呼应，控制了整个
井冈山。1926年11月和1928年，袁文才、王佐
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2月，两人含冤
牺牲，时年32岁。

1926年9月，在中共宁冈县党组织领导下，
袁文才率部参加宁冈暴动，任县人民委员会军
事部长、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并于同年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月，王佐也把自
己的队伍改编成党领导的遂川县农民自卫军，
任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
到达井冈山后，积极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他
们也愿意向共产党靠拢，把毛泽东和起义部队
接上井冈山，并率部接受改编，参加了创建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和建立红军队伍的艰苦斗争，为
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8年初，袁文才和王佐所部经过改编后
正式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
团，袁文才任团长兼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
二营营长，不久，王佐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4月，红四军成立，袁文才和王佐分别任
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团长和副团长。期
间，他们率领所部先后参加了宁冈新城战斗、龙
源口战斗和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等作战，屡立
战功。

1929年 1月，毛泽东、朱德率红四军向赣
南、闽西进军，袁文才曾任红四军参谋长随军出
征。王佐则率部队配合彭德怀指挥的红五军守
卫井冈山，多次打退敌人进攻。1929年4月，王
佐的部队与宁冈、永新、莲花三县赤卫大队合并
为独立团，他任团长。后独立团编入红五军第
五纵队，王佐任司令员，一直坚守在湘赣边界开
展游击战。1930年2月，袁文才、王佐在永新县
含冤牺牲，时年32岁。1950年，党和政府追认
袁文才、王佐为革命烈士。 据新华社

金堂县纪委“出题”
引领派驻监督“发力”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赖芳杰）为解决部分派
驻纪检机构不会监督、不敢监督问题，近日，金堂
县纪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主动引领派驻机构担
当监督重任。

结合部门工作特点，金堂县纪委给一些涉及
“三资”管理、民生事业的派驻纪检监察机构专门
拟制了“命题作文”，如责成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纪检组重点监督政府投资项目的“招投标”、县教
育局纪委重点监督全县农村义务教育段学生“营
养餐”、县卫计局纪检组重点监督全县的医疗器械
和药品采购等，并要求相关单位每季度汇报一次
工作，以此突出相关部门的监督重点，引导派驻部
门聚集监督力量和方向，增强监督的效能和影响。

针对当地媒体曝光的该县精准扶贫工作问
题，金堂县纪委监委迅即发出整改通知，要求相关
部门举一反三，采取多种方式开展警示教育和反
思剖析，进一步建立健全相关工作制度机制，努力
堵住制度漏洞。

“廉政风险专项防控项目”、“预防腐败创新项
目”，是金堂县鼓励派驻机构主动履职担当的一个
手段。近年，该县以“专项项目”为抓手，鼓励县级
部门结合当年全县工作重心和本单位本系统工作
实际，自主研判策划、自主组织实施具有单位特色
的“个案式”廉政风险防控和预防腐败工作。年
终，由县纪委采取加分的办法，纳入对相关单位的
党风廉政建设工作综合考评。截至目前，该县共
认定涉及扶贫项目、民生资金、重大工程等工作的
64个“专项防控项目”。

6月21日，习近平主席会见来华
出席“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特别圆
桌峰会的知名跨国企业负责人，并同
他们座谈交流。习近平主席强调，世
界命运应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
应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应由各
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应由各国共同
分享。

习近平主席以高瞻远瞩的国际视
野和大国领袖的责任担当，从推动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就应对全
球面临的问题和严峻挑战开出了“中
国良方”，集中体现了我们党所做的一
切都是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
复兴、为世界谋大同。

当今世界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
调整时期，一方面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
主题，全球经济出现了稳定向好态势，
各国相互联系和依存日益加深，国际力
量对比更趋平衡；另一方面，全球增长
动能不足、经济治理滞后、发展失衡等
矛盾依然突出，恐怖主义、网络安全、气

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特
别是近年来，反全球化思潮抬头，保护
主义和单边主义沉渣泛起，多边主义面
临挑战，世界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性
突出，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是
摆在全人类面前的严峻挑战。世界走
到了一个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
抗、前进还是后退的十字路口。

在此背景下，习近平主席再次重
申，中方愿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正确价值观引领
下，中国把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
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持久和
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
洁美丽的世界作为外交的总体方向和
目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问题贡献了

“中国良方”、注入了强大“中国动力”。
大道至简，实干为要。党的十八

大以来，中国不仅是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倡导者，也是实践者、贡献者和
先行者，中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思想指引下，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

赢的旗帜，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
出了重大贡献。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
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进入了深度磨合
期，中国遇到的挑战将更加严峻、竞争
将更加激烈。如何进一步处理好与外
部世界的关系，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
大意义。对此，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形
势下，开放应该永不停歇、追求质量，合
作应该团结互助、共迎挑战，共赢应该
面向未来、携手并进。国际社会是一个
地球村，不应搞零和博弈。”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伟大
进程中，企业家们大有可为。首先，落
实“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以开放包容的
态度和举措，鼓励跨国公司同中国企业
开展合作，达到互利共赢，取得更为务
实成果；其次，推进创新智造契机，中国
始终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

为科技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再次，
绿色发展契机，中国将用最严格的制
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通过各
种措施，从理念到行动，保护地球家园；
第四，全球治理契机，国际社会应携手
共商、共建、共享，走改革开放、创新发
展之路，不要走封闭僵化、保护主义、单
边主义的回头路。人类是一个利益、责
任、命运共同体，我们开放的大门只会
越开越大，我们也欢迎国内外企业家与
我们风雨同舟、携手前行。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思想，着眼增进人类福祉，不仅
帮人们廓清了认识，提供了应对挑战、
谋求发展的“良方”，还为凝聚共识提
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秉承
这一思想，我们要乘势而上、顺势而
为，为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
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
新的更大贡献。 据央视网

（本文作者系经济学家、G20与新
兴国家发展战略研究中心主任）

龙泉部分

6/25 8：30-18：00 龙泉驿区山水
四季城

6/26 8：30-19：00 龙泉驿区四川
华川。雅马哈摩托部品制造有限公
司；成都青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成都
华川电装有限责任公司、四川吉利汽
车部件有限公司

6/26 9：00-18：30 龙泉驿区经开
区部分

6/27 8：30-19：00 龙泉驿区雅虎
汽车、建新汽车、博宇汽车、智新机电、
昌宝汽车、润兴消毒厂、联腾动力、迪
昊石油、利君科技、蓉东汽配、慧荣机
械、宏佳高新、中国联通公司、亚树铜
业、正欣磨具、川峰电缆、欣航电器、万
顺达磨具、中邦磨具

6/27 9：00-18：30 龙泉驿区经开
区部分、大湖区、东公园、四季康城、界
牌村、界牌工业园区

6/28 9：00-18：30 龙泉驿区星光
东路部分、星光中路部分、二环南路部
分

6/29 9：00-18：30 龙泉驿区经开
区部分、成龙路部分、北泉路部分、皇
冠国际、艺锦湾

新城部分

6/25 8：00-19：00 天府新区正兴
街道松林村01号公变、黑石村01号
公变

双流片区

6/25 8：00-20：00 双流区三里坝
社区部分、时代锦城小区、东升一中、

欧城雅典小区，白鹤社区部分、清泰社
区部分、长顺路一至四段；

6/26 7：00-22：00 黄水镇长沟
社区、红桥社区、黄水社区、高石社
区、扯旗社区、板桥社区、楠柳社区、
黄水医院、柳河1.2.3期、高石移民小
区、牧马山岷江水厂、标建铝业、东升
街道双桂花园三期、映月湾、电信花
园、东盛苑、广都社区部分、广都国际
酒店、三里生态小区、胜利街道应天
社区、云华社区、白塔社区、曾家店社
区、桂花村、胜利街道人民政府、成都
森宇集团公司、成都中航阳光地产有
限公司、成都联盟新城置业有限公
司、中国民航西南管理局逸源香舍、
云燕 1—7 期安置小区、胜利中、小
学、桃夹社区

6/27 7：00-18：00 黄水镇杨公社

区、文武社区、扯旗社区
6/28 8：30-19：00 黄甲镇人民政

府、双华社区、文庙社区、八角社区、檬
子社区、王家场社区、黄甲中、小学、黄
瓦居一期、双华安置小区、空港佳苑、
龙飞腾佳苑

6/28 7：00-21：00 东升街道普贤
社区、泰森房地产、三江苑

温馨提示：
1、最新停送电信息请查询“95598

网站”、拨打“95598热线”，或下载“掌
上电力”APP查询。

2、请提前关闭户内电源总开关，
避免突发停送电源造成室内电器受损
或电脑数据丢失。

3、养观赏鱼的业主注意停电期间
水温、水质变化。

国网天府新区供电公司

□张其佐

应对全球性挑战的“中国良方”

2018年第26周停电检修计划

英烈档案

井冈英杰袁文才、王佐：
从绿林好汉到红军将领

袁文才，1898年生，江西宁冈县（今井冈山市）
人。王佐，1898年生，江西遂川县人。两人都生长
在井冈山地区，早年因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相继
投身绿林，组织队伍，“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在茅
坪和茨坪遥相呼应，控制了整个井冈山。1926年
11月和1928年，袁文才、王佐先后加入中国共产
党。1930年2月，两人含冤牺牲，时年32岁。

袁文才像（资料图片）。 王佐像（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