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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康 阵雨 10-20℃ 阵雨 10-16℃
康定 阵雨 9-13℃ 阵雨 9-13℃
西昌 阵雨转中雨 15-21℃ 阵雨转中雨 15-20℃
攀枝花 阵雨转中雨 20-30℃ 阵雨转中雨 19-30℃
广元 多云 17-24℃ 阵雨 17-21℃
绵阳 阵雨 17-22℃ 阵雨 18-22℃
遂宁 中雨转阵雨 18-20℃ 阵雨 18-21℃
德阳 阵雨 17-22℃ 阵雨 18-21℃
雅安 阵雨转中雨 16-22℃ 阵雨 16-23℃
乐山 阵雨 18-22℃ 阵雨 18-22℃
眉山 阵雨 18-22℃ 阵雨 18-23℃
资阳 阵雨 17-20℃ 阵雨 18-21℃
内江 中雨转阵雨 18-20℃ 阵雨 18-22℃
自贡 阵雨 18-20℃ 阵雨 18-21℃
宜宾 阵雨 18-20℃ 阵雨 18-22℃
泸州 中雨转阵雨 18-20℃ 阵雨 19-22℃
南充 阵雨 18-22℃ 阵雨 18-20℃
广安 阵雨 18-21℃ 阵雨 18-20℃
巴中 晴 18-23℃ 阵雨 18-21℃
达州 阵雨 18-23℃ 阵雨 19-21℃

成都（14时）

AQI指数 39 空气质量 优

优：泸州、攀枝花、马尔康、西昌、巴中、
遂宁、资阳、内江、乐山、广安、雅安、绵
阳、德阳、自贡、广元、康定、宜宾、眉山

良：达州、南充

11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48—78

空气质量等级 优或良

全省区域

盆地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北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12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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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天有阵雨
偏南风1- 3级

17 22

C17 22
阴天间多云有阵雨
偏南风1- 3级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知冷暖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今日
限行 3 8
明日限行 4 9

体彩

吴冰清

攻坚整治“懒散拖”不走过场
青羊区将采用多种问责方式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秋凤）9月6
日，成都市青羊区召开不作为及“懒散
拖”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部署会，计划利用
3 个月时间在全区范围内开展专项整
治。据悉，此次整治，青羊区纪委监委联
合区委巡察办、区委组织部集中抽调业
务骨干组建了3个联合工作组，对各街
道、部门不作为及“懒散拖”问题进行明
察暗访。

“我们将采用深入基层随机检查、专
项抽查、交叉检查、走访群众等多种方式，
确保专项整治工作不走过场。”青羊区纪
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监督检查时发现
问题将及时建立台账并督促整改。如发
现整改不力的典型问题，将采取通报批
评、责令作出检查、组织处理、党纪政务处
分等多种方式，启动追责问责程序。

哪些是本次专项整治的重点领域？
据悉，专项整治结合青羊实际，具有青羊
特色，聚焦在“8+1”领域。具体包括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巡察整改、环保督查‘回头
看’、阳光问廉整改中不重视等。其中，发
改、房管等单位重大项目建设、重要民生
项目、重大产业引进等目标任务推进情况
及全面从严治党方面存在的问题是整治
的重点领域。

据悉，青羊区成立了不作为及“懒散
拖”问题专项整治工作小组，制定印发《关
于开展不作为及“懒散拖”问题专项整治
的工作方案》，要求各单位“一把手”要主
动担负起主体责任，指定专门责任领导牵
头负责，确保专项整治工作全面开展、层
层落实。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18106
期开奖结果：8359108，一等奖0注；
二等奖10注，每注奖金23692元；
三等奖159注，每注奖金1800元。
（2846.9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247
期开奖结果：303 直选：5091（264）
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5151
（395）注，每注奖金346元；组选6：0
注，每注奖金173元。（1214.8万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247
开奖结果：30365 一等奖：115注，
每注奖金10万元。（2.22亿元奖金
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成都中院、封面新闻联合主办

司法为民
成都法院在行动

生活中遇到矛盾纠纷，不少

人会选择和对方“对簿公堂”。但

是，从立案开庭，到宣判执行，不

仅费时误事，小的矛盾也会在彼

此的“拉锯战”中，不断升级。其

实，有不少纠纷都是可以通过诉

前调解方式化解的。

从 2016 年底起，成都武侯法

院将公证机构、商事仲裁、保险行

业协会、律师事务所、人民调解员

等社会解纷力量引入诉讼服务大

厅，借助这“五大平台”的力量，共

同搭建了一张“诉源治理”网络。

至今，已让 1 万余件案件在诉前

得到化解。

武法宣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于婷

实习生高丽摄影报道

化解矛盾不是只有对簿公堂
武侯法院携手五大平台诉前化解矛盾近万件

公婆儿媳因房反目
诉前介入化解矛盾

成都市民袁女士早年和丈夫一起在
武侯区购买了一套房。袁先生曾口头立
下遗嘱，死后房产份额全部由妻子袁女
士继承，袁女士可自行处分房屋，作为日
后生活、养育子女、赡养父母等费用支出
的来源。当时，袁先生父母也在场，表示
同意放弃继承权。

袁先生因病去世后，为偿还他在治
病期间欠下的外债，妻子袁女士提出卖
房还债。然而，此时袁先生的父母却突
然变卦，拒不配合办理房屋继承过户手
续，使房屋迟迟无法出售。

无奈之下，袁女士只好将公婆告上
法院。在纠纷进入诉前调解程序时，武
侯法院工作人员向袁女士和其公婆推
荐，由公证处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矛盾。

通过公证员的耐心调解，最终，一家
人拿着公证书顺利办完相关继承手续。

像袁女士家这样的矛盾，若通过诉
讼审理，平均需要花费142天，而该案通
过公证处调解仅用了3天时间就全部处
理完毕。

五大组织“跨界合作”
探索形成诉源治理模式

“从2017年底开始，我们与律政公
证处合作，23名公证处工作人员入驻法

院参与诉前调解、司法送达、调查取证、
协助执行及保全等工作。”武侯法院立
案一庭庭长谢黎明说，公证处入驻武侯
法院 1年多时间里，已成功调解案件
1324件。

针对近年来法院离婚、财产继承等
家事纠纷占据民商事案件比重较大的特
点，由公证人员在诉讼前组织调解，调解
成功后或由公证处出具公证书结案，或
流转至法院出具调解书结案，或双方当
事人将调解协议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
确认结案，法律效力与判决书一致，对案
件进行了合理分流。

除了公证处入驻法院外，武侯法院
还与商事仲裁联合，成立了全省首家诉
讼与仲裁衔接办公室，引导当事人改变
诉讼管辖约定为仲裁管辖约定，召开金
融机构联席会，建议金融机构在合同中
将管辖约定为商事仲裁；与省保险行业
协会合作，成立保险合同争议调解工作
室；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律师调解工作
室。以上5大组织均已入驻武侯法院诉
讼服务大厅，截至目前，共接受武侯法院
委派调解案件4220件，近半数的案件止
步于诉前。

放眼全市，成都法院已将诉源治理
融入成都市社会治理和矛盾纠纷多元
化解决机制总体部署，经过2年的全面
深入实践，探索形成了“三导三共三同”
分层治理的成都“诉源治理”模式。全
市法院近2年在线上线下推动近25万
件涉法涉诉纠纷向诉讼以外的多元化
纠纷解决渠道分流，全市案件量最大的
武侯、高新法院，分别在2017年实现了
受案量和受案增幅同比下降。

平时生活简单
吃得清淡从不发火

成都“最牛00后”118岁
全市最年长，现有直系子孙95人

““0000后后””过个生日过个生日，，不稀奇不稀奇，，但这位但这位““0000后后””的生日宴的生日宴，，
来了近百位直系子来了近百位直系子孙为她贺寿孙为她贺寿。。

家住成都市双流区的朱郑氏，生于1900年，说她是“最牛00后”，一点
不为过。9月11日，农历八月初二，朱郑氏的子孙在家中为她庆祝118岁
生日，今年3月，她的第六代后辈出生，迎来了六世同堂的幸福生活。

六世六世
同堂同堂

六世同堂
生日宴近百子孙到场

今年3月，随着第六代孙胡诗
琪的呱呱坠地，家住成都市双流区
胜利镇云华社区的朱郑氏，实现了
自己六世同堂的愿望。

9月11日，她早早地起床，因
为这天是她的生日，儿孙们都要回
来为祝寿。

早上10点钟，记者在一处农
家小院里，见到了朱郑氏，此刻的
她，正被众多亲朋好友簇拥着，脸
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家婆，还记得我不？”“祖祖，
我是哪个？”不断有后辈亲人走过
来，递给朱郑氏红包，“这是我老二
的孙女”“这是我孙媳妇儿！”让人
惊叹的是，老人能清晰地认出这些
几代后的孙儿孙女。

老人家里目前共有直系子孙
95人，随着今年3月第六代孙的
出生，“六世同堂”成为现实。而
这大家子人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长寿，除了已经去世的朱郑
氏的大儿子以外，其余儿女都在
八旬年纪。

现场，朱郑氏的子、孙、重孙、
玄孙等，站在一起，拍了一张全家
福。他们说，能和老人拍照合影，
是后辈的自豪和幸福。

3月出生
第六代后辈已半岁

“ZEIZEI(注：意为奶奶，客家
话喊法)”“祖祖”“高祖”“高高
祖”……一声声呼唤，叫得朱郑氏
笑容满面。今年3月，她的第六代
后辈胡诗琪出生，这个小孩被朱郑
氏亲切地称为“灰灰儿”。

现场，胡诗琪被朱郑氏抱着
坐在腿上，一老一幼，跨越百年，
将亲情紧紧维系在一起。由于
年纪太小，胡诗琪有点“害羞”，
坐在老人腿上，一会儿呜呜哭
闹，一会儿东张西望，一老一少
其乐融融。

老人的孙女朱方琼告诉记者，
胡诗琪是朱郑氏的第六代直系子
孙。常人想都不敢想的六世同堂，
在朱郑氏身上奇迹般地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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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成都市老龄办获悉，截至
2017年12月31日，成都市有百岁老人
1008人，较上年增加3人。其中，全市
各区（市）县百岁老人数量排在前三位
的是简阳市、高新区和金牛区，分别为
85人、79人和71人。

排在后面的依次为，崇州市70人，新都
区56人，都江堰市54人，成华区53人，郫都
区53人，青羊区48人，彭州市47人，邛崃市
47人，锦江区44人，新津县37人，双流区36
人，武侯区36人，温江区33人，龙泉驿区33
人，金堂县33人，大邑县31人，天府新区25

人，青白江区24人，蒲江县13人。
1008名百岁老人中，男性320人，

占比31.75%，女性688人，占比68.25%；
而 在 100-105 岁 区 间 共 有 959 人 ，
106-110岁的有46人。

110岁以上的老人，共有三位，分别
分布在都江堰、双流区以及金牛区。今年
118岁的双流区朱郑氏（女）老人，生于
1900年8月，是成都目前年纪最长、最长
寿的老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智
见习记者宋潇

成都百岁老人逾千 简阳最多

相关链接

朱郑氏老人没念过书，不识字，但
平时保持着处变不惊的良好心态。

老人生活简单，很有规律，而且脾
气很好，从不对人发火，也不计较得失，
吃得也很清淡。她不抽烟、不喝酒，不
吃有腥味的鱼。老人喜欢吃葡萄，吃红
薯稀饭,还有回锅肉。正餐过后，还喜

欢喝点酸奶。
如今六世同堂，老人精神矍铄，身

体康健，耳聪目明，平时连感冒都很少
得过。老人的作息时间也很有规律，每
天晚上七八点钟睡觉，早晨5点睡醒以
后，要在床上躺两个小时，中午要睡两
三个小时的午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李智 见习记者宋潇摄影报道

近百名后辈为118岁的朱郑氏老人祝寿。 四川日报记者 吴传明 摄

六世同堂。

老人是标准的“00后”。

诉前调解化解矛盾近万件。

同呼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