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 几 天 ，小 欢（化
名）就要上初中了，
开学前，她有一个心

愿：向把自己从水中救起来的
叔叔阿姨亲口说声感谢。8月
29日，小欢一家人从彭山来到
成都，找到了当时跳水救人的
公交驾驶员夫妇李勇和包菊。

还

8月17日，一个炎热的周五，成都大邑县斜江河
斜源段场镇河道，放暑假的小欢跟着爸爸朋友的远
房亲戚一行5人在此避暑。上午11时左右，不会游
泳的小欢坐在游泳圈上，同行一女子推着她在河水
里“漂流”，“突然一下（游泳圈）翻了，我记得那个姐
姐想拉我，没有拉到，我就沉水里了。”

没过多久，休假在此玩耍的李勇和包菊听到了
呼救。“应该是他们同行的，跑过来问我们会不会游
泳。”此时，包菊才注意到，距离河岸五六十米处，一
个小女孩在水中挣扎，距离其不远处，还有一名成年
男子也处于溺水状态。

自认水性很好的包菊来不及多想，穿着长裙，就
往河里跳。“你不要动了，我马上来救你。”包菊抓起距
小欢不远的游泳圈，套在其身上，拖着她往岸边游去。

此时，李勇已从岸边找到一根竹竿等待着接
应。等妻子和小欢安全上岸，李勇二话没说，拿着游
泳圈跳进河里，奋力往溺水男子处游去。同行的朋

友不会游泳，就在岸边帮忙接应，拨打120、110，并
对处于昏迷状态男子进行急救。

看到120赶到，配合警方做了笔录，包菊和李勇
一行人便默默离开。直到回家后，包菊才发现，自己
的脚上在救人过程中被划了条大口子，“现在想起来，
水里很多淤泥，一些地方还有水旋，确实挺危险的。”

8月27日，夫妻两所在的成都公交集团星辰巴
士公司304车队和北星巴士公司406车队各收到一
份来自大邑斜源镇政府的《感谢函》。对此，夫妻二
人心里，更多的是一丝遗憾——溺水男子并没有抢
救过来。据小欢父亲黄仁元介绍，溺水男子正是当
天带女儿出去玩的朋友的远房亲戚。

8月29日，黄仁元和妻子带着小欢向李勇和包
菊送上锦旗表示感谢。“只要娃娃好就对了，我们也
有女儿，了解父母的心情，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也算
是本能。”李勇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 摄影报道

▶8月 29日，黄仁元和
妻子带着小欢向李勇和包菊
送上锦旗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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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1

内地居民可在全国范围内异地申请换（补）发
出入境证件。申请人可在全国范围内任一公安出
入境管理机构异地申请换（补）发普通护照、往来港
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申办手续与户籍地一
致。

▼解读
内地居民（现役军人、外省户籍登记备案的国

家工作人员除外），可在全国范围内任一县级及以
上公安出入境管理窗口异地申请换（补）发普通护
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失效重新申
领除外），申办手续与户籍地一致。

这次实施的新政，进一步扩大了跨户籍地办理
出入境证件人群范围，让更多的外省申请人不必再
为换（补）发出入境证件而“返乡跑”、“来回跑”，可
为申请人大幅节约往返交通费用。

新政2

内地居民可在全国范围内异地办理往来港澳
台团队旅游签注。申请人持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
往来台湾通行证，可在全国范围内任一公安出入境
管理机构异地申请往来港澳台团队旅游签注，申办
手续与户籍地一致。

▼解读
内地居民（现役军人、外省户籍登记备案的国

家工作人员除外）持有效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
湾通行证，可在全国范围内任一县级（含）以上公安
出入境管理窗口申请往来港澳台团队旅游签注（不
含自助签注服务），申办手续与户籍地一致。这次
实施的新政，进一步方便了群众就近办理往来港澳
台团队旅游签注。

新政3

内地居民办理出入境证件签发时限全部缩短
到7个工作日。内地（大陆）居民在户籍地申办普
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的签发
时限缩短到7个工作日。

▼解读
为最大限度方便群众办证出行，国家移民管理

局进一步缩短了办证时限，将内地居民在户籍地申请
办理普通护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的
审批签发时限均缩短至7个工作日（不含邮寄时间）。

新政4

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为遇有以下三种情况的
外籍人员提供即时受理审批便利：一是对于丢失护
照急需补办签证出境的外籍人员，凭邀请单位提供
的事由说明函件、已确定日期和座位的机（车、船）
票即时受理审批；二是外籍船员及其随行家属急需
申请停留证件离开港口城市转机出境的，凭船舶代
理公司担保函件和已确定日期、座位的机（车、船）
票即时受理审批；三是外国旅游团队成员急需申请
团体签证分离出境的，凭接待旅行社提供的事由说
明函件和已确定日期、座位的机（车、船）票即时受
理审批。

▼解读
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在川外国人遇有以下两种

情形可享受即时受理审批便利：外国人丢失护照急
需补办签证证件出境和外国人旅游团成员急需申
请团体签证分离出境。符合上述情况的外国人可
前往所在地市（州）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申请补办
手续，凭邀请单位、个人或接待旅行社提供的事由
说明函件和已确定日期和座位的机（车、船）票享受
即时受理审批便利，确保按期出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吴柳锋见习记者钟晓璐

9月1日起，四川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将
正式施行4项出入境便利措施。届时，办理护
照、往来港澳通行证、往来台湾通行证均只需7
个工作日；内地居民还可在全国任何一个县级
以上公安局进行异地换补护照。

四川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局局长张焰
说，此外，内地居民还可在全国范围内异地
办理往来港澳台团队旅游签注，该 4 项便利
措施实施后，将惠及更多的出入境申请人，
为申请人节省等待时间。

烦心事

返校季
省安监局提醒学子
乘坐正规交通工具
暑假即将结束，各地将陆续迎来返

校高峰，在一个漫长的暑假过后，同学
们在返校的时候警惕性有可能有所松
懈，在此，省安全监管局（四川煤监局）
提醒您：返校途中一定要注意安全，做
好自我防范。

少带现金，切忌财物外露。在返校
途中同学们就不要炫富了，小心遗失或
被不法分子盯上。学费和生活费尽量存
在银行卡中带到学校，尽量少带现金，在
途中最好把在路上需要用到的钱放在方
便拿到的地方，其他的财物请分开放好，
切忌在路上翻找，导致财物外露。

乘坐正规交通工具，注意乘车安
全。不要为了图方便省事搭乘无证无
牌的车辆，不私自包车。乘火车返校时
要看好自己的行李，特别是停车时，警
惕是否有人频翻行李或下车时拿错行
李；乘长途汽车的，要注意乘坐正规长
途车。

不要随便交朋友，个人信息要保
密。往往有一些不法分子借机与同学
聊天、套近乎，获取好感后，套取你和家
里的电话等个人信息。随后，趁你不备
关闭你的手机，谎称是安全局的正在查
案让你暂停手机，再给你的家属打电
话，谎称你乘车中受伤或生病，让你的
家人转账进而诈骗钱财。

遇突发事件，及时报警。乘火车
时，如遇到身份证丢失或忘带情况，可
到各大火车站的公安制证窗口免费办
理临时身份证明。如果发现物品丢失
或遗忘在车上，应尽快与乘警或车站工
作人员联系。保持自己的动态更新，让
父母或者小伙伴知道你在哪儿，当然更
安全的做法是多人出行，几个小伙伴成
群结队返校。 黄兰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席秦岭罗田怡

成华区延伸巡察触角
补齐社区监督空白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笑）“在办理
低保、高龄补贴等民生项目资金时，社区
干部有没有以权谋私、优亲厚友、收取好
处费的情况？”2018年5月21日，成都市
成华区委第一巡察组召集双桥子街道新
华社区两委、老党员和村民代表开了一
场动员会，正式启动了社区巡察工作。

今年3月起，成华区纪委监委聚焦
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特别
是扶贫领域腐败、作风问题等薄弱环
节，深入到被巡察单位管辖的社区、组、
户，从细微处发现蛛丝马迹。

成华区纪委监委在全面梳理监督
问题“大短板”后，开出巡察“负面清
单”，包含政治纪律、担当作为、工作纪
律等6大类19项监督任务。巡察组由
财政、审计等专业人员构成，将扫黑除
恶专项治理、“一卡通”专项治理、扶贫
领域腐败问题作为巡察重点。

在专项巡察的同时，成华区纪委监
委充分发挥“朝阳群众”的监督力量，在
非公企业、小区物管、商业商圈、社区院
落的人民群众中，组建了一支代表性强、
专业程度高、参与热情高的监督员队伍，
代表辖区单位和群众对街道、社区党员
干部和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全覆
盖监督，组成了群众监督“大廉盟”，进一
步增强监督力量。“此次监督将辖区企事
业纳入监督范围，以前由于人员少、人才
更少，街道纪工委开展纪检监察工作存
在困难。现在有了这支队伍，更能延伸
监督触角、消除监督盲区。”成华区纪委
监委副书记刘东说道。

彭州纪委重视谈话实效
提升群众满意度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曹笑）“8月
23日，我们对信访举报事项办理情况
再次进行了电话集中回访，这是今年以
来，我们针对采用第一种形态轻处分处
置人员，对群众满意度的再次回访，以
回访效果反映第一种形态的实际效果，
成效十分显著。”彭州市濛阳镇纪委负
责人兰东春说。

据悉，彭州市濛阳镇纪委今年以来
将夯实群众基础工作，提高群众满意度
放在工作的首位，以规范信访举报办理
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为契机，巧妙运用
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以践行第一种形
态为抓手，以谈心谈话—提醒谈话—诫
勉谈话三种方式，针对党员干部在态度
上、在性格上、在工作方法上的一些小
问题，进行面对面谈话、心连心沟通，逐
级消除了误解，解决了一批群众反映党
员干部的“小问题”，重新聚合了干群之
间的“真感情”。比如在群众反映部分
村（社区）干部服务态度差的问题上采
用了诫勉谈话，给来自于普通群众的基
层干部当头棒喝；在党组织书记对党建
工作抓的不牢的问题上采用提醒谈话、
给管党治党马虎大意者敲钟提醒……

“通过回访，让我们非常欣慰，群众
的满意度不止来源于反映问题的圆满
解决，还同时对我们重视来访、处理得
当、反馈及时的工作流程十分的满意。
一个看似小小的‘谈话’赢得了群众的
满意，党员干部受教育，这是谈话谈出
来的‘双赢’。”彭州市濛阳镇党委负责
人万里飞说道。

华西都市报讯（见习记者 姚箬君 记者
杨雪）近日，成都成华区金马河路和三环路交
叉口出现了一滩散发着臭气的水洼，这些臭
水都是从水潭中间的井盖下喷出来的。据
悉，这样的情况已持续多日。29日，记者联
系到负责处理此次事件的施工方，对方称将
尽快解决，大概一周的时间把这里处理好。

28日下午，记者在现场看到，带有气味
的废水从井盖处涌出，由于地势较低，在路上
积成了水洼，因为积水多日加上高温，周围还
长了青苔。记者看到，这里从交叉口往里走
不到三百米就是一片住宅区，车流和人流密
集，自从水洼形成后，给周围的行人和车辆带
来了诸多困扰。

附近一家店铺的店员吴先生因为工作每
天都会骑电动车经过，他表示完全没地方落
脚，一踩下去脚就会泡在臭水里。住在附近
小区的张先生也告诉记者，自己平日里开车
出行都会选择从另一条路绕行，以免自己的
爱车被溅得一身臭水。

当记者问到是否有相关人员前来治理
时，受访者说只看到有人来拉过安全警示带，
未看到有人处理此事。对此，记者在29日联
系到成华区统筹城乡工作局了解情况。

“8月10日早上8点，我们的巡查人员就发
现了交叉口积水的问题。”成华区统筹城乡工作
局相关负责人邓先生说。随后，工作局的相关
人员调查发现，由于三环路范围内的管道堵塞，
造成了该处井盖源源不断地冒臭水，“我们跟相
关负责的公司联系后，他们已介入处理。”

记者联系到施工现场相关负责人易先
生，他说：“一开始以为只是常规的塑料袋或
垃圾物导致管道堵塞，于是派蛙人下去用高
压水枪冲，但没有效果。通过专业设备检测
后，发现是由于老管道塌陷造成的。所以这
一次我们会派蛙人下去，将塌陷地方的淤泥
掏走，再用新管道接通，由于这样的情况比单
纯的堵塞处理起来更复杂，所以还需要约一
周的时间才能解决。”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田之路 李智）8月中旬，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报道了“的哥带生病儿子跑出租”
的故事，感动了很多网友和读者，也获得阿里巴巴天
天正能量项目平台的关注。8月29日，记者了解到，
在第253期正能量评选中，的哥冯军获得正能量人物
一等奖。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将为他颁发万元正能
量奖金和证书，为这份出租车里如山的父爱点赞。

8月，成都的一位出租车司机冯军进入了大家的
视线：他生活在底层，却有着乐观坚强的心态。几年
前，儿子患病，他负债数十万。为了能照顾到儿子，
他决定带着儿子跑出租。这对父子穿梭在城市大街
小巷，有时住在车上，有时吃在路边。为了有尊严地
活着，冯军婉拒了爱心网友的善款。

天天正能量给冯军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人到
中年，上有年迈的父母，下有患病的儿子，生活的负

荷、无奈都重重的压在他一个人身上。那辆日夜奔
驰的出租车，是他的谋生工具也是他的停泊港湾，承
载着无数的乘客，也承载着他和儿子的相依相守时
光。生活再艰难，有儿子在身边，即便是甜蜜的负担
也足以心安。面对好心人的捐款，他委婉拒绝，因为
相信父爱如山，可以顶天立地，也希望在儿子面前，
坚守一个父亲的尊严。致敬父爱的伟大！

天天正能量是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公益开放平
台，联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等主流媒体在全国范
围寻找真善美、奖励正能量。

截至2018年7月，天天正能量总计投入公益金
4200多万元，发起每周正能量常规评选250余期、特
别策划奖励600多次，直接奖励人数超过5000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报道的多位正能量人物已获
得该公益项目的专项奖励。

9月1日起
申办护照只需7个工作日
内地居民可异地换补护照

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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