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烂牙直接补
缺牙无牙可种植

拥有一口好牙，想吃啥吃啥，
可牙齿有问题的话，吃却成了奢
望。健康热线联合爱心单位举办
的“零缺牙援助计划”正在持续开
展中，近日，众多市民纷纷打进热
线报名半价做牙、补烂牙、矫正歪
牙，获得实在的帮助。本周五，由

“幸福趴耳朵”演员到现场为市民
免费送国际高端种植牙，请拨热
线028-96111咨询详情。现将
细则通告如下：

本周五，补牙、做牙有哪些福
利？

1、本周五，多颗种植牙免费
送，需先打电话96111预约报名

2、虫牙烂牙可进口树脂补
牙；假牙免费清洗

3、2人结伴做种植牙，援助
福利更高

4、“幸福趴耳朵”剧组招募
演员，市民可到场报名参加海选

自测：您的假牙“过期”了吗？
有市民反映，戴上活动假牙

后，异物感很强，莫名脱落，金属
丝外露，偏硬的食物嚼不动，还易
引起邻牙松动、脱落。口腔医生
表示，假牙使用期一般为 2-5
年，建议进行专业的清洗养护或
更换。

满口无牙齿，可只种4颗得
到恢复

对于半口全口无牙的市民，
医生建议可采用，植入2颗恢复
半口缺牙，种植4颗恢复全口缺
牙，此方式不但可减少手术次数，
也大大降低了费用，可更快恢复
咀嚼，成为众多市民首选。

健康热线特邀口腔知名医
生，为市民在线解答牙齿问题，请
拨028-96111详细咨询。

招标受贿30万
资阳一公职人员
被判刑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王祥
龙 田雪皎）2015年资阳市某迁
建项目公开招标时，设计人员王
某告诉资阳某单位公职人员刘某
某，如果帮他中了标，将按中标价
的10%作为好处费送给刘某某。

在第一次公开招标时，业主
方以中标单位的设计方案不能满
足业主的要求而废标后，改用邀
标方式。业主方负责邀标的刘某
某把邀请权利交给了王某。王某
出面邀请三家单位与省级主管部
门邀请的三家单位竞标。省级主
管部门邀请的三家中两家自动放
弃。剩余一家找代理公司拿“地
形图”时，刘某某授意代理公司拖
延时间，这家公司因时间不足而
弃权。最终，在刘某某的安排下，
王某找来的公司顺利中标。

王某中标后，先后分两次送
给刘某某现金30万元。雁江区
监察委员会接到对王某的指定管
辖决定书后，及时展开案件调查
工作。目前，刘某某已因受贿罪
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
三年，并处罚金15万元；王某已
因涉嫌行贿被移送检察机关审查
起诉。

金牛区精准发力
对症施治“一卡通”

华西都市报讯（向英子 记
者 曹笑）“张阿姨，我们是金牛区
巡察组工作人员，请问您的社会
救助救济补助金每月定时定额收
到了吗？”“陈大爷，能看看您的财
政补贴资金银行卡及账单记录
吗？”……日前，成都金牛区开展
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一卡通”
管理问题专项巡察，巡察组成员
走村入户，与群众面对面核实“一
卡通”情况，深挖细查是否存在党
员干部私自保管代管、违规收卡
借卡，扣留扣押群众“一卡通”等
问题。

金牛区专项巡察组采用“数
据比对+实地走访”的方式，着力
从全区近6万张“一卡通”中发现
隐藏的问题线索。分层比对，比
对财政总账与部门街道分账，检
查资金底数和运行情况。分类比
对，比对部门分类资金账目与街
道明细账目，检查银行卡底数和
流向情况。分项比对，比对发放
数与实际领取数，检查政策执行
和到位情况，是否及时足额、到人
到户、按规存放，是否存在违规享
受、超标发放问题。

针对此次巡察发现的问题，
金牛区纪委监委对重视不够、行
动迟缓、推进不力的6个单位进
行约谈，发出《立巡立改通知书》
8份，完成问题整改13个，清理
追回违规资金8.6万元。同时，
建立专项治理问题线索快移快查
机制，对巡察移送的违规发放补
贴资金等5个问题线索及时处
置。截至目前，已立案1件，其余
4件正在核查。

无论是否禁养犬
狗伤人后主人均应担责

有网友认为，因为是禁养犬
咬人，狗主人才受到处罚，那么，
普通犬只伤人责任应该由谁承
担，如何处理呢？为此，记者采访
了四川蜀辉律师事务所主任税浴
洋。他认为，无论是不是禁养犬
只，宠物犬伤人后主人均应承担
民事赔偿责任。

“犬只伤人一般是由于主人
没有尽到合理的照管义务。”税浴
洋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
责任法》第七十八条规定，饲养的
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饲养人或
者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如果被咬者在“被狗咬
伤”这件事上有过失在先，比如先
逗了狗，那狗主人和被咬者的责
任划分则需要另当别论。

@是劉菇凉：最近狗咬人的
事件好多哟，就应该做出处罚。

@美杜莎爱我：被害者不止
是伤痛这么简单，还要面临被感
染、狂犬病、疤痕，这是一辈子的
痛。对这种不负责任的饲养行
为，法律应该严罚。

@Terry-小特：建议人大代
表在下次全国人大提出，恶犬在
禁养区伤人，加入到危害公共安
全罪里面，入刑法。

@吃干锅不：我的个人经
历，所有事都有两面性，不要只看
一边，在批评主人不带牵引绳遛
狗的同时，也要注意教育好自己
的小孩。

@刘刘一样的小朋友：我作
为一个养狗狗的人来讲，非常反
对在小区养烈性犬种。真正爱狗
是文明理智的。

都一女子贷款整容，却因还
款问题与整容机构产生纠
纷，贷款公司每天的催款信

息让她和家人不堪其扰。最终，女子求
助于当地法院，三方通过“和合智解”e调
解平台化解纠纷。据了解，2016年6月，
成都中院启用“和合智解”互联网调解平
台以来，已有11406件纠纷被成功调解。

化解纠纷
女子还清整容欠款

2016年 7月，钟女士走进“和合智
解”调解空间。原来，钟女士6月在高新
区某美容机构整容，做了两个项目共计
12600 元，其中 7000 元申请了消费贷
款。项目完成后，钟女士就还款问题与
整容机构产生了纠纷。她认为，借贷公
司不该把消费贷款直接支付到美容机构
账户。贷款公司每天发短信催收她和家
人还款，一家人不堪其扰。

钟女士到高新区法院寻求帮助。在
法院工作人员建议下，钟女士决定通过

“和合智解”e调解平台进行在线调解。
她立即提交了调解申请，并在平台

上在线预约了一名调解人员。特邀调解
员王勇收到通知，联系上钟女士和整容
机构及借贷公司，约定了上线调解的时
间。

到了约定日期，钟女士、整容机构代
表和借贷公司代表同时视频上线。整容
机构的代表称，机构为合法经营，钟女士
的贷款是经过本人同意和确认的。在王
勇的追问下，钟女士承认是因为怕家人
不理解才隐瞒实情。

在王勇调解下，最终三方达成协议：
钟女士一次性还清欠款，借贷公司减免

其贷款利息。矛盾纠纷就此化解。

诉源治理
建立线上调解纠纷平台

2016年6月，成都中院启用“和合智
解”互联网调解平台，并于2017年8月在
全市法院推广。据介绍，截至今年7月，
平台共受理调解申请16346件，调解成
功11406件，调解成功率69.78%。

“对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家
事纠纷、劳动争议纠纷、民间借贷纠纷、
宅基地和相邻关系纠纷、消费者权益纠

纷、知识产权纠纷等七大类事实清楚、案
情简单、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
证据较少的民事纠纷，除不能调解或者
没有调解必要的，均可以先行进入‘和合
智解’e调解平台调解。”成都中院立案一
庭庭长罗琳珊说。

平台更有利于解决“在线纠纷”，包
括电商购物纠纷、互联网借贷纠纷、网络
著作权纠纷等。该类纠纷的当事人一般
身处异地，通过互联网可以实现快速集
合矛盾各方进行协商。

绿色便捷
智库入驻479名调解员

“和合智解”平台与法院办案平台无
缝对接，从纠纷的咨询、引导、调解到调
解后需要申请司法确认或者起诉的，都
可以全程在线操作。

目前，“和合智解”智库入驻有86个
调解组织和479名调解员，都是两级法院
选聘的特邀调解组织和特邀调解员。调
解组织涵盖人民调解、行政调解、行业调
解、商事调解、律师事务所以及其他调解
组织，调解人员身份包括专家学者、律
师、人民调解员、人民陪审员、公证员、仲
裁员、“五老”人员等。智库将充分发挥
职业化、专业化调解力量的作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吴柳锋
见习记者 钟晓璐实习生 方艺滢

女子贷款整容起纠纷
法院线上调解平台化解矛盾

成

“和合智解”空间接待引导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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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多小区发布犬只管理相关公告

事发小区新增备案犬18只

“德牧犬咬伤少年”后续

8月14日，未牵绳德国牧羊犬咬伤少年致其犬伤Ⅲ级一事（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曾
跟踪报道）有了最新进展——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就此事向社会进行通报，德牧主人
赵某某被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元，此外，5年内赵某某不得再养狗。

截至目前，狗主人一方已经支付受伤少年医药费4000元，对此，伤者家属并不完全满
意，明确表示将索赔后续可能产生的医药费、心理治疗费以及可能涉及的耳朵整形等费用，
并且不排除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 杨雪见习记者 韩雨霁 姚箬君

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通报：

德牧主人被拘留10天
5年禁养狗

8月14日，成都市公安局成
华区分局就此事向社会进行通
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了解到最新的处理情况：目前，
涉事的德国牧羊犬已被强制移
交收容中心，狗主人违规养犬的
行为也被联网标明，根据相关规
定，赵某某未来5年内不得申办
养犬登记。

“就赵某某违规饲养烈性犬
且不采用狗绳、嘴套等有效约束
措施，故意放任其犬只将男童咬
伤的行为，我们在14日早些时候
已经进行通报，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
条之规定，赵某某因构成故意伤
害的违法行为被成华区公安分局
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
元。”万年派出所所长廖炳权说，
与此同时，赵某某也于13日为

男童垫付了4000元的医药费，
并在未来协商承担男童后期治
疗的费用。

由于德国牧羊犬属于“成都
市养犬限养区禁养 22 种烈性
犬”之一，赵某某违法养狗的行
为已触犯《成都市养犬管理条
例》，因此该德国牧羊犬已被公
安机关强制送往犬只收容中心
收容，而按照条例规定，赵某某
未来 5 年内不得申办养犬登
记。“也就是说，不要说禁养犬，
赵某某 5 年内什么狗都不能
养。”廖炳权说。

而就市区内仍能看到禁养
犬的现象，警方表示，请广大市
民积极举报，一旦发现相关情
况，都可第一时间拨打110，向
公安机关等单位进行举报，公安
机关会依法进行处理。

少年被德牧咬伤一事经媒
体报道后，产生连锁反应。

8月14日，据华西都市报、
封面新闻记者多地走访发现，成
都多个小区“不约而同”发布了
小区内犬只管理的相关公告，大
多涉及禁养犬限期自清自查、呼
吁文明养犬等内容。

在本次事件的发生地华润
二十四城，物业方称，已将公安

机关处罚张贴告示，并成立了
文明劝导员，在小区内对不文
明行为进行劝导。“我们毕竟属
于服务行业，对于不文明养犬
行为只能进行劝导。”物业项目
负责人任先生说，但就这几天
的情况来看，事情似乎有所改
善。“以前小区内登记的宠物犬
有 321 只，这两天业主主动来
备案，新增了18只。”

除了警方相关处罚外，赵某
某仍需面对伤者家属的追偿。

“他的狗把我的娃娃咬伤
了，我娃娃因为这个意外所产生
的费用，都应该由他（赵某某）负
责。”伤者小侯的爸爸告诉记者。
从11日事发至记者发稿时止，小
侯爸爸共收到狗主人赵某某于

13日商议后赔付的4000元。
“儿子的医药费、误工费、

心理治疗费、营养费以及之后
有可能涉及的耳朵整形的费
用，都应该赵某某承担。”小侯
爸爸称，自己已委托律师，如果
对方拒绝赔偿，将走法律程序
解决。

咬人德牧被强制收容
狗主人拘留10天，5年不能养狗

伤者家属已委托律师
“狗伤人产生的费用，都该狗主人负担”

律
师
说
法

成都市养犬管理条例（节选）

第二十条 限养区内养犬户每户限养1只犬；
盲人和肢体重残人每人限养 1 只导盲犬或扶助
犬。

母犬繁殖幼犬的，养犬人应当在幼犬出生后4
个月内妥善处置。

第二十一条 禁止个人饲养烈性犬、大型犬。
单位因护卫等工作需要饲养烈性犬只或饲养

多只犬只的，应当报所在地的区（市）县公安机关
批准。

第二十二条 限养区内养犬，养犬人必须携犬
只免疫证明，在30日内到饲养地的公安派出所登
记、办证。

第二十五条 申请人应当按照下列规定到饲
养地的公安派出所或指定地点办理犬只登记：

（一）单位申请养犬的，持单位主体资格证明、
单位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犬只免疫证明、犬只数
量清单以及符合本条例第二十三条规定条件的相
关证明；

（二）个人申请养犬的，应当携带犬只并持养
犬人身份证明、犬只免疫证明以及符合本条例第
二十四条规定条件的相关证明。

第三十四条 下列区域禁止携犬只进入：
（一）机关办公区、医院、学校、幼儿园；
（二）影剧院、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少年

宫、体育场馆；
（三）文物保护单位、宗教场所；
（四）主要交通干道、步行街区、候车室、候机

室、商场；
（五）其他禁止携带

犬只进入的公共场所。
盲人携带导盲犬和

肢体重残人携带扶助犬
的除外。

第四十四条 养犬人
因违反本条例，被公安
机关强制收容犬只、注
销《养犬登记证》的，在 5
年内不得申办养犬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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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4日，就德牧咬伤少年事件，成都市公安局成华区分局向社会进行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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