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瘫痪在床，亲妹妹却鲜少探望，
近1年来，甚至不接电话玩起了
“消失”。9月12日，成都郫都区

马先生找到了安德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
作站，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把妹妹“喊”出
来。针对马先生的情况，工作人员帮他安
排了律师进行免费咨询，并且为他提供了
通过申请人民调解或者通过诉讼途径解
决问题的方案。

如今，四川2866个规范化司法所、
7000余个法治辅导站，每天都在为像马
先生这样的市民，排查化解矛盾纠纷，进
行普法宣传教育。

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
为居民解答“赡养纠纷”难题
“希望妹妹跟我见面，当面谈妈妈

的赡养问题。”9月12日上午，家住郫都
安德的市民马先生，带着困扰了近10
年的“难题”，来到安德街道公共法律服
务工作站。

10年前，马先生的妹妹因借高利
贷，把父亲的积蓄全搭了进去。随后，
父亲去世，母亲瘫痪，马先生把母亲接
到自己身边，和妻子一起照料。这期
间，妹妹既没帮忙照顾，也没给予经济
支持，只来看望过母亲几次，去年暑假

后，就再也没露面。
马先生多次给妹妹打电话，而妹妹

只是含糊回应，后来甚至连电话也不接
了。“她好像在南充，至于其他信息，我
都不知道。”无奈之下，马先生想通过诉
讼途径，让妹妹露面与自己协商。

安德街道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人
员在了解马先生的情况后，通过“视频
12348平台”帮他安排了律师进行在线
免费咨询，并为他提供了申请人民调解
或者诉讼途径解决的建议。“出于情感
方面的考虑，调解可能会更合适。如需
要调解，我们有相应的调解队伍；如需
要律师，也可以帮他联系咨询。”

困扰多年的难题终于有了头绪，马
先生说：“这里的法律服务工作站，离我
家很近，既有律师，还有工作人员给我
建议，很周到。”

规范管理创新服务
2866个司法所形成“四川模式”

近2年来，以郫都区安德司法所为
代表的2866个四川基层规范化司法
所，已逐渐在矛盾调解、法律服务、社区
矫正等方面形成一套“四川模式”。

成都锦江区盐市口司法所针对辖
区商贸业发达，企业较多的特点，分类

汇总，在劳动就业、知识产权、税收等方
面制定有针对性的服务计划，为企业提
供了优质法律服务。同时，协助社区自
治管理。为社区管理和决策提供法律
建议。

成都新津县普兴司法所构建“专职
网格员+司法助理员+社区民警”队伍，
定期走访社区服刑人员、刑满释放人员
等特殊人群，了解他们的思想行为，加
强关爱帮扶，确保管控到位，实现特殊
人群网格化管理、常态化服务。

绵阳高新区司法所把服务送到工
地上。根据京东方建设项目需要，在其
工地上建成面积60余平方米的公共法

律服务站，站内设律师、公证、司法鉴定
等服务窗口。

与此同时，司法所工作人员由
5700人上升至9891人，人民调解组织
达到 6.34 万个，人民调解员 34 万余
人。基层法律服务所1032个，基层法
律服务工作者4000余人。在乡村（社
区）设立法治辅导站7000余个，培养

“法律明白人”48万余人，向村（社区）
选派律师、法律工作者担任法律顾问
1.7万余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于婷
见习记者 姚箬君 摄影报道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秦怡）当下，成
都市正开展不作为及“懒散拖”问题专项
整治，蒲江县文体旅局结合全局工作实际
狠抓干部队伍作风建设，根治“懒散拖”。

蒲江文体旅局先后两次召开不作为
及“懒散拖”问题专项整治工作部署会，传
达了市县纪委监委开展不作为及“懒散
拖”问题专项整治部署会议精神，对专项
整治工作进行安排部署，强调绷紧作风建
设这根弦。

完善制度体系，提高制度执行力。对
全局已有的制度体系进行修订完善。包
括党组工作规则、“三重一大”议事规则、
值班管理制度、目标管理考核办法等22
项制度，让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提高工作
效率和管理水平。

强化监督检查，开展自查自纠。采取
随机抽查、突击检查等方式，对各科室、各
下属单位干部职工和管理场馆工作人员
佩戴工作牌、外出公示管理、请（销）假制
度落实情况、遵守工作纪律等情况进行日
常监督检查；对文化旅游体育赛事活动资
金使用情况、民生工程推进情况、公共文
化服务和扫黑除恶专项整治等工作进行
专项督查，实施监督跟着项目走，坚持作
风建设常抓不懈。

抓好警示教育，做到警钟长鸣。常态
化开展警示教育，以不作为及“懒散拖”典
型案例为警示，再次敲响警钟，要求全体
干部职工深刻剖析，引以为戒，从思想深
处解决作风问题，坚决纠正干部队伍中不
思进取、消极懈怠、办事拖沓的行为。同
时，加强党章、党规和相关法律法规的学
习，切实解决自身存在的不作为及“懒散
拖”问题。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小红）成都
高新区围绕科技项目管理这一关键
事，通过定规矩、硬监管、强监督、签承
诺等措施，全方位加强科技项目管理廉
政风险防范，切实做到管好关键人、管
到关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

定规矩，规范项目管理全过程。
制定科技项目管理办法、上级科技计
划资金暂行管理办法，对资助金额100
万元以上的项目实行专户管理，规范
科技项目立项、调整、中期检查、验收
和事后绩效评估的全过程。

硬监管，加强对已立项项目的监
管。如发现并证实承担单位在项目申
报过程中有严重违法、重大欺骗等行
为，将对项目进行撤销立项；如实施期

内出现严重知识产权纠纷、严重科研
不端行为、项目技术路线不合理不可
行等情况，将对项目终止实施。

强监督，堵住项目管理风险点。
强化内部监管，成立项目监督组，对项
目管理过程中的专家抽取、项目评审、
项目验收、异议处理各环节进行监督，
从源头防止腐败。强化外部监管，发
动产业企业、科研院校等服务对象参
与监督体制，着力提高监督的针对性
和有效性。

签承诺，绷紧项目管理廉政弦。
全面梳理岗位廉政风险点，针对性地
制定风险防范措施，重要关键岗位签
署《廉政承诺书》，实现先承诺后上岗，
提高项目管理人员廉洁从政意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王祥龙 田雪
皎）近期，简阳市纪委监委重拳出击，
针对不作为及“懒散拖”问题，并结合
成都市纪委监委督查发现简阳市存在
的相关作风问题，及时制发《不作为及

“懒散拖”问题专项督查工作方案》，迅
速推开专项整治工作。

专项整治启动后，简阳市各级各
部门向本单位（含下属单位）干部职工
全覆盖发放了“庸政懒政怠政问题调查
问卷”，同时采取“面对面”座谈、入户走
访方式，收集群众意见建议1066条。

简阳市纪委监委在官方网站设立
举报专区，创新设立简阳市百姓需求

“一号通”热线电话，24小时受理、归口
办理群众反映的困难诉求、意见建

议。截至目前，共收到相关信访举报
65件，经初步核实，发现不作为及“懒
散拖”问题5件，责令书面检讨1人，提
醒谈话2人，诫勉谈话2人。

整治工作伊始，简阳市纪委监委
制发了《问题提示卡》，对涉及问题的
干部职工及时开展预警提示，督促限
期整改，并筛选5起今年查处的典型案
例公开通报曝光。同时，市纪委监委
对履职过程中担当不够，作风不实、落
实不力等问题记红黄牌，被记牌单位
和个人按目标绩效管理考评实施办法
扣减记牌年终目标考核分值。截至目
前，共对23个单位31人记35张黄牌，
并将处理情况全市范围内通报，切实
让不作为及“懒散拖”现象无处藏身。

简阳市向不作为及“懒散拖”问题发“红黄牌” 成都高新区：全方位加强关键事的廉政风险防范

成都（16时）
AQI指数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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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康定、眉
山、达州、南充
良：自贡、宜宾

13日空气质量

同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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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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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江县文体旅局
狠抓干部队伍作风建设

根治“懒散拖”

妹妹不赡养母亲“玩消失”？
家门口的司法所来帮忙

为市民排忧解难，2866个基层司法所形成“四川模式”

感觉很“神奇”
马路上面马儿跑

“快看，路上有马在跑！”9月11日11
点，成都市民李女士乘坐大巴车经过天府
大道南延线时，突然听到车上有乘客在喊，
李女士随即向窗外望去。

“第一眼没看见，过了一会儿，要到科
学城时看到的！”当大巴车行驶到竖着“成
都科学城”标牌的路段时，李女士惊奇地看
到，马路正中有几匹马在奔跑。

“还有些人在追马！”李女士说，车上乘
客看到，马儿被赶到马路中间绿化带中，然
后，就出现了视频中的一幕。

从视频中可以听到，车上还有乘客不
时发出“驾驾驾”的声音，“我觉得很神奇，
为什么马会在马路中间跑，感觉很危险，也
很搞笑。”

据了解，目前成都交警七分局已介入
调查。

记者探访
骏马来自马术俱乐部
有网友关心，跑上马路的马来自何方

又去了何处？有人猜测，马可能是附近一
处马术俱乐部里跑出来的。对此，记者特
意打探了一番。

9月13日下午，记者来到天府大道南
一段，从一修剪植物的工作人员处得知，不
远处有一个马术俱乐部，里面有专人负责
养马、驯马。

随后，记者拨通了该俱乐部电话，该俱
乐部工作人员证实情况属实。那些跑上路
面的马，并非他们故意放出去，平时他们都
会将这些马关养在“外场”。

马是如何跑出来的？该工作人员说：
“当天可能是马把门弄坏了，导致门未关
好，马集体脱逃了！”马是比较聪明的动物，
有时还会模仿人的行为。在该俱乐部，就
有马曾从马厩里伸出头来，用嘴巴模仿人
的手打开门栓。“这次可能也是这个原因跑
出来的！”不过，这名工作人员并未透露具
体经过。

随后，记者来到该俱乐部。此时，正有
人骑着马在场地内飞奔，七八匹颜色各异
的马，马蹄踏在土地上，发出“哒哒哒”的声
音。园区内有几处关养马的场所，大门比
普通人高出一头。一名驯养员正使用两轮
站立式电动车，牵着一匹马经过，园区看起
来很安静。

“很多马从桥那边跑出来，扫马粪都扫
了好久！”在俱乐部门口，一名环卫工说，当
天早上，他和另一名同事正在路上作业，突
然有几匹马从一处桥边冲了出来，几个小
伙骑着电瓶车在追。当天，他们清扫路面
的马粪，用了一个多小时。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 宋潇 记者何方迪

马路上真的跑马了！大城市里的
车水马龙，真的有了马的身影。

近日，一段名为“成都天府大道南延
线，五匹骏马在路上狂奔”的视频，在网络
传播。视频中，几匹骏马在马路上奔跑，
旁边是行驶的汽车。据悉，视频拍摄地位
于天府大道南延线，时间是9月11日11
点左右。

马蹄踏在水泥路面，“哒哒哒”的声音
很悦耳，但马却很“受伤”。9月13日，记者
咨询了四川天骁马术运动俱乐部有限公司
执行总经理周波。他告诉记者，马在水泥
路面以及沥青路面等硬化路上奔跑，很伤
马蹄。

“首先，马在马路上奔跑，很容易受
惊。”周波说，因马路环境十分复杂，既有行
人也有车辆，如果马儿受惊，很不好控制。

“其次，脱缰的马匹还会影响到正常的车辆
行驶。”

“脱缰就是指马匹失去控制，像视频中
的马匹狂奔起来，很有可能是因为饲养者
不当操作，或者因受惊等外部原因造成。”

记者了解到，要想马匹避免受惊，平时
训练员会对马做基础训练。这方面的专业

术语叫“低敏化”，因为马很易受惊，属于比
较敏感的动物。而让马对可怕的东西不敏
感的过程，被称作低敏化。

记者了解到，训练员会使用长长的调教
鞭或柳条，末端拴上塑料袋，在马周围挥
舞。目的就是为了让马儿不敏感，当它们恐
惧时，仍要继续挥舞，直到马意识到并不危
险，逐渐安静下来，然后抚摸并赞扬它们。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 宋潇 记者何方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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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路上马儿跑
成都天府大道上演“五骏图”

马术俱乐部：大门未关好，马跑了

市民马先
生在安德街
道公共法律
服务工作站
咨询。

9月11日，一女子深夜在上海市中心骑马。12日，
上海警方发布通报，马匹系女子胡某从外省市购得，为
博取关注，从家中将马匹骑至事发地。在骑行过程中占
用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影响了其他车辆正常通行，
并造成多名路人围观拍摄，扰乱了公共场所正常秩序，
已依法对其作出行政警告的处罚。 据人民日报官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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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硬化路面上跑马 让马很受伤

母

近日，五匹骏马在成都天府大道狂奔的视频在网上热传。
视频截图

中国体育彩票9月13日开奖结果
排列 3 第 18249 期全国销售

13778448元。开奖号码：289。直选
全国中奖5877（四川262）注，单注奖
金1040元；组选3全国中奖0（四川0）
注，单注奖金346元；组选6全国中奖
11112（四川734）注，单注奖金173
元。1241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列 5 第 18249 期全国销售
10306180元。开奖号码：28986。一
等奖22注，单注奖金10万元。22708
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18114期全国销售
18891502 元 。 开 奖 号 码 ：
13133033331003，一等奖全国中奖9（四
川0）注，二等奖全国中奖225（四川6）注。

胜平负任选9场第18114期全国
销 售 15368548 元 。 开 奖 号 码 ：
13133033331003，全国中奖 2286（四
川118）注。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18年
11月12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
果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