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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观看受贿官员庭审
雁江区万余名党员
接受廉政教育

华西都市报讯（肖坤丽 记者 王祥
龙 田雪皎）近日，资阳市雁江区林业局
原局长张华峰受贿案公开庭审。旁听席
上坐着的，都是雁江区部分单位“一把
手”及重要岗位上的党员干部。

张华峰在担任原区发改局局长期
间，从建设项目招标条件备案、协调乡镇
政府关系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非法
收受现金90.6万元，五粮液四瓶以及中
华香烟四条，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零六
个月，并处罚金20万元，违法所得全部
上缴国库。

今年以来，雁江区纪委监委创新廉
政教育形式，全区党员干部分批次观摩
庭审现场，感受庭审氛围，接受警示教
育。目前，已组织包括区级单位“一把
手”在内的65名党员干部参加庭审旁
听，全区1万余名党员干部同步观看网
络直播。

成华区治理不作为
及“懒散拖”
常态开展谈话提醒

华西都市报讯（李凤 记者 曹笑）近
期，针对部分单位开展不作为及“懒散
拖”专项治理工作不力等问题，成都市成
华区纪委监委及时对相关班子成员谈话
提醒，指出问题所在，给出整改建议，通过

“扯扯衣袖”、“拍拍后背”，倒逼责任落实。
将不作为及“懒散拖”专项治理纳入

谈话提醒，是成华区的重要举措之一，其
目的就是以问题为导向，对准号、下猛
药，压实责任的同时抓住问题关键进行
整改。截至目前，全区共针对专项治理
开展谈话提醒42人次。

“在谈话提醒中提出整改意见，要求
各单位及时制定整改措施，整改不到位
的将在推进会上进行通报批评。”成华区
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会议由区
纪委监委组织5个督查组组长及14个
街道纪工委书记定期召开，进一步分析
当前形势、明确责任，并针对前期督查中
发现并查处的问题进行线索分析。

自成都全市开展不作为及“懒散拖”
专项治理工作以来，成华区广泛召开基
层坝坝会，区纪委监委在收集、梳理居民
群众意见建议后，抽调专项督查组紧盯
群众关切的重要工程项目，采取查核项目
清单、抽查在建与滞后项目台账等方式，
深入“北湖生态公园”、“和美社区提升工
程”、“枫丹路一标段工程”等施工一线，核
实项目推进情况，不断回应群众关切。

据悉，专项治理开展以来，全区共召
开座谈会75次，开展基层坝坝会100余
场，明查暗访123次，个别谈话155次，
发现问题66个，处理47人，通报曝光9
件11人。

华西都市报讯（见习记者 钟晓璐
记者 吴柳锋）在全国第28个“119”消防
宣传日到来之际，11月7日，由应急管
理部消防局举办的第四届全国119消
防奖揭晓，41个先进集体和44名先进
个人积极投身消防公益事业，弘扬消防
公益精神，获得表彰。

来自四川的白玉县委统战部、成
都简阳杨柳街道办、中国航空油料有

限责任公司康定供应站等三家单位获
先进集体奖，北川县政府专职消防队
队员刘显全获第四届全国119消防奖
先进个人。

据应急管理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本
届获奖者都是扎根基层一线、长年默默
奉献的“平民英雄”和“消防好人”，事迹
突出、感人至深，具有很强的典型性、先
进性和代表性。

记者了解到，全国119消防奖是专
门为热心消防公益事业的基层社会单
位和个人设立的奖项，旨在倡导形成

“全民消防，生命至上”的良好社会氛
围。2012年设立以来，每两年表彰一
次，已有152个集体、175名个人受到
表彰。目前，全国已发展各类消防志
愿服务组织6.3万余个，注册消防志愿
者896万名。

第四届全国119消防奖
四川3个集体和1位个人上榜

华西都市报讯（见习记者 钟晓
璐 记者 吴柳锋）记者从成都市公安
局获悉，为汲取重庆万州“10·28”
公交车坠江事件的教训，11月6日，
成都市公安局会同成都公交集团就
进一步加强公共交通安全工作进行
专题研究，会议上就全力保障城市
公共交通安全提出了系列举措。
（一）严惩各类扰乱公共交通秩序危
害公共安全的违法犯罪行为

公安机关坚决严惩各类扰乱公
共交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的违法犯
罪行为。针对辱骂、袭击驾驶员等
危及公共安全的报警，公安机关第
一时间出警，将违法嫌疑人传唤至
公安机关调查，对构成违法犯罪的，
坚决依法从快严惩。

（二）加强公共交通从业人员安全法
制培训

公安机关指导公交集团定期对
公共交通驾驶员开展安全驾驶、正确
处理司乘矛盾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增
强安全意识、法制意识，提升驾驶员
应对处置突发紧急情况的能力。

公交集团加强交通安全员的日
常管理和安全培训。在重点线路、
重点时段及重点场站公交车上配备
安全员，跟车服务群众，落实安防职
责，维护公共秩序。
（三）完善公共交通安全设施建设

公交集团将加大投入力度，为
车辆配备必要的安全设施，优化公
交车一键报警快速反应平台，遇突
发紧急情况驾驶员可触按报警，警

方将根据警情就近调警，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依法快速处置。
（四）营造共建共享城市公共交通安
全氛围

广泛宣传公共安全法律法规，
加强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不断提高
公共交通参与者的守法意识、安全
意识。倡导广大市民在遇到危害公
共交通安全的行为时，积极进行劝
导、制止，维护公共安全，共建共享
城市公共交通安全的良好氛围。
（五）健全公共交通安全管理机制

公安机关定期会同公交集团等
相关部门研究公共交通安全工作，
开展公共交通突发事件实战演练，
不断提升维护公共安全的能力和水
平。

公交车尚未到站，一乘客吵着
要下车。司机不停，该乘客欲抓扯
司机，结果遭到全车乘客的劝阻和
指责。这是11月5日，发生在通江
县一辆公交车上的一幕。11月 7
日，公交公司一位分管安全的副经
理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他们已向警方报案，希望这一案例
能起到警示作用。

车未到站，男子突然要下车

11月5日下午6时许，这辆牌
照为川Y16523的6路公交车，行经

“卓越春天”站时，一名抱小孩的男
子突然要求下车，但司机告诉他没
有站，不能下车。男子生气了，大声
指责起司机来。

据车上一位乘客回忆，当天这
名男子抱着一小孩，与另外一男一
女从公交车前门上车。当车行至

“卓越春天”站时，男子和同行的两
人起身走到后门，大声喊“停一下”，
这里距离站台还有一段距离，男子
情绪变得很激动，嗓门高了很多：

“我就看还要站好久！”

男子情绪激动，乘客一把拉住

“6路车距离站台大约还有200
米远，按规定不能停。”司机张勇回
忆当时情形。

“车不到站啷个停嘛！”有乘客
喊。“与他同行的女子也在劝，但他
还是不听。我从后视镜看他闹着走

过来了”张勇说。当男子快接近司
机时，坐在前排的一位女乘客站起
来，一把抓住男子。

“我见他气势汹汹冲过来，就赶
紧将他拉住，跟他一路的男子还在
后面凶我。但是我一定要这么做。”
这位姚姓女乘客表示。“你不要命，
我们还要命哦！”其他乘客站起来，
纷纷指责男子。

车厢里有些混乱，张勇降低车
速，将车缓缓停靠路边并打开车
门。男子下车时，瞪了司机一眼，顺
手拿起一张抹布使劲扔过去。

公交公司：已报警

据通江县公交公司分管安全的

副经理杨永远介绍，事发之后，公司
仔细调阅了视频，并找司机了解相
关情况。整个事件过程中，最令人
欣慰的是乘客们的整体表现，安全
意识明显提高。司机处置得当，公
司对其进行了表扬。

杨永远说，此事发生后，公司第
一时间召开会议，特别强调安全和
服务态度问题，并决定在驾驶室旁
设置安全护栏，实现驾乘分离。11
月 7 日，公司已向辖区派出所报
案。“我们会全力配合调查，虽未造
成严重后果，但希望能够起到警示
作用，全社会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安
全和谐的运营环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颖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吴柳锋 见习记者钟晓璐

扎根最偏远的山区乡，一位五
旬汉子默默驻守，一个人肩负着一
个乡镇的消防工作。防火、灭火、消
防宣传，由他一个人出色完成。去
年《人民日报》刊发了“致敬！那些
穿越火线的人”主题报道，其中《海
拨4969米乡镇，一个人坚守消防
站》报道了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一
位特别的消防员，他就是绵阳消防
支队北川专职消防员刘显全。

“一个人的消防站”故事感动了
无数网友。近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从四川省消防总队获悉，
中央文明办在江苏连云港举办全国
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
动，并发布了10月“中国好人榜”，
刘显全入选“中国好人榜”。

据悉，由中央文明办、全国总工
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组织开展
的“我推荐我评议身边好人”活动共
收到网友推荐的好人好事线索218
万多件，点赞评议543万，活动页面
浏览量超过5078万人次。在各地
文明办核实推荐基础上，中国文明
网集中宣传展示了299件好人好
事。刘显全因扎根偏远乡村，肩负
消防工作的感人事迹，获得广大网
友的点赞评论，与106位身边好人
光荣上榜。

因汶川特大地震
他和消防工作结了缘

说到北川，不少人会想到2008
年发生的汶川特大地震，而刘显全正
是因为这场地震，与消防工作结缘。
2008年，44岁的刘显全亲身经历了

“5·12”汶川特大地震，与消防官兵一
同疏散物资、抢救被困居民，那次经
历让他深知消防工作的艰辛与不易。

2009年1月，新建后的北川县
消防大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职队
员，刘显全怀着对消防的特殊情感，
放弃原有工作，如愿成为一名专职
消防队员。至今，他仍是全省政府
专职队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担当专职消防队员后，刘显全
先后在永安镇板房安置点、曲山镇
专职消防站工作。这些都是比较艰
苦的工作，但刘显全驻守乡镇消防
站一干就是7年，他不仅没有觉得
自己工作的枯燥乏味，反而觉得十
分有成就感。

海拔超过4000米
他一人守护一个片区

2015年，北川县消防大队为加
强辖区青片乡的消防工作，决定派
一名专职队员长期驻守巡防。由于
要长期驻守在外，一方面驻守人员
必须要政治过硬，业务精通；另一方
面青片乡海拔超过4000米，位置偏

僻，交通极为不便，而且昼夜温差极
大，对队员素质要求较高。这明显
是个苦差，刘显全却主动接了下来，
开始了新的工作。

青片乡是北川最偏远的乡镇之
一，一些地方连汽车开不过去，刘显
全成了当地片区唯一的一名消防
员。他负责的片区很大，每天骑自行
车或走路开展工作。面对简陋而又
艰苦的工作环境，刘显全严格自我约
束，大力开展消防安全宣传活动，提
高了当地村民的消防安全意识。

刘显全“一个人坚守的消防站”
被报道后，很多网友被他的故事所
感动。有一位网友评价他：“最默默
无闻的一位基层消防工作者，守护
每个人的安全。他忍受着偏僻和孤
寂，干别人坚持不了的事情”。还有
网友为他点赞：“平凡人的感动，没
有什么惊天动地壮举，但在平凡的
工作岗位上，把自己的任务做好，就
值得我们给他掌声。”

扎根北川偏远羌乡
一个人坚守消防站

全省最高龄消防员刘显全入选“中国好人榜”

【第四届119消防奖先进个人事迹】

成都推出系列举措 全力确保公共交通安全

男子欲抓扯公交司机
女乘客果断出手阻止
最新进展：通江县公交公司已经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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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果断上前阻止情绪激动男子（圈中）。 视频截图

刘显全检查消防安全。(资料图片)

刘显全检查消防设施。(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