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话当事人▼
大学生小韩回应“偷摸大熊猫”：

熊猫宝宝顺着围栏爬了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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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到政务服务中心办事，门好进、脸
好看，但事难办；巡察发现问题后督促整改，
持续跟踪问效，现在事也好办了。”这是办事
群众的体会。2018年伊始，四川省达州市就
将巡察利剑，指向群众“最不满意”的地方。
剑锋所指，沉疴顿愈——问题得以整改，带
来的是社会满意度的显著提升。

问题整改立竿见影，与制度保障密不可
分。达州巡察机构2016年成立以来，与多
部门建立包含协助配合、信息沟通、督促整
改、会议协调在内的工作机制，并细化、实化
纪委监委机关与巡察机构协作机制，创新推
出《市纪委监委机关与市委巡察机构工作协
作机制》《纪委监委对巡察整改情况督查督
办制度（试行）》等制度，将纪律监督、监察监
督、派驻监督与巡察监督有机结合，提升监
督质效。

《中央巡视工作规划（2018—2022年）》
明确要求，要在市县党委建立完善巡察制
度，加大整治群众身边腐败问题力度。达州
的实践，正是落实这一要求的具体行动。

机构改革前，原达州市工商局党组长期

未专题研究党建工作，2013年至2015年，机
关6个党支部未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工作，这
些问题被达州市委巡察组巡察该局时发
现。鉴于该局党组近年来党建问题较多的
实际，市委有关领导专门对该局党组领导班
子进行了集体约谈，原党组书记被责令作出
书面检讨，8名时任党支部书记也受到诫勉
等处理。

“巡察工作时限性强，个别心存侥幸的
党员干部认为巡察只是‘一阵子’，过了就没
事了。”为此，达州市委巡察工作在巡“深”巡

“透”的基础上，采取了分层级、分类别、分阶
段的办法加强监督，除及时处置问题、加强
日常监督外，着重开展后续督促，在整改的
全过程上发力，让利剑始终高悬，释放“巡察
组一走并非万事大吉”的强烈信号。

在巡察工作开展中，市委巡察机构与市
纪委监委、市委组织部、市财政局、市审计局
等单位之间，不仅能信息互通，还实现了巡
察干部队伍的灵活调整，把专业人才纳入

“智库”，在巡察中遇到专业性较强的问题，
巡察机构在2个工作日内能得到“智库”人

员的协助。对被巡察单位存在的问题，逐一
建立问题清单、责任清单和整改措施清单，
实行“销号”管理，确保件件有着落、事事有
回音。

对移交的相关问题线索，市纪委监委与
巡察机构还开辟了“绿色通道”，实现问题线
索接受、分析研判、分类处置、监督办理、审
查审理“一条龙”的快查、快办程序。同时，
在巡察中发现重大、紧急问题，市纪委监委
可按程序派员提前介入，提高发现问题线索
的时效性和针对性。

对大竹中学的集中巡察中，达州市委巡
察组发现该校存在党政职责不清、议事决策
不规范、部分大额资金使用未经集体研究等
问题，该校3名党支部书记相继受到诫勉处
理，相关的问题线索被迅速移交给达州市纪
委监委。经查，该校还存在设立小金库以及
违规发放钱物等问题。2018年8月，该校原
党委书记、校长及党委委员、副校长分别受
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政务记过处分；党委委
员、副校长被“双开”，并被移送司法机关。

为强化巡察成果运用，达州市推行了巡

察整改承诺、整改落实情况组办联审等制度
机制，压实责任，联动整改；市纪委监委、市
委组织部对问题移交处理、相关责任人问
责、干部调整使用、违纪党员干部处分等反
面典型公开曝光，突出问题优先办理，查处
情况及时通报，震慑效应不断扩大，确保巡
察“后半篇文章”的落地生根。把征求巡察
机构意见作为选人用人重要程序，2018年
出具巡察意见66人次，市委巡察办还将汇
总《关于巡察发现市级部门（单位）党的领
导、党的建设、选人用人方面有关情况的专
题报告》报送市委组织部，并提出工作建
议。同时，将巡察中发现的问题分别抄送
市委、市政府分管领导，强化监督整改。根
据巡察情况，达州市召开了全市教育系统、
卫生系统作风整顿大会和全市扶贫领域作
风建设专题会，开展专项整治，既让市、县
两级各被巡察对象堵塞漏洞，又推进各地
各单位建章立制，确立治本之策。截至目
前，已整改问题3695个，修订完善或新建制
度484项。

为提升巡察质效，达州市通过开展“点

穴式”巡察、机动式巡察和专项巡察，打出
“组合拳”，强化巡察工作的针对性。通过巡
察“回头看”、提级回访督查、不定期检查被
巡察党组织对巡察反馈意见的整改落实情
况，掌握巡察整改的效果。注重巡察整体推
进，工作上注重上下联动、以上带下，同对
象、同进度开展工作，对全市巡察干部统一
集中培训，对提高巡察工作质量和效率大有
裨益。巡察工作结束后，达州市探索建立后
评估机制，对巡察综合情况进行分析、总结，
既掌握巡察干部现实表现情况，也促使巡察
干部通过制度管理注意取长补短，不断提升
能力。

达州创新推出的巡察工作协作机制，强
化巡察“利剑”作用，提升整改效果，带了党
风政风新气象——党员干部的工作作风变
好了，党委的主体责任落实得更到位，党组
织的集体决策更规范，党建工作迈上了新台
阶，权力运行更加阳光透明，群众身边的腐
败问题明显减少……切实提升了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

巡察监督无盲区
带来党风政风新气象达州

“双方努力下顺利会师，成功偷摸到
熊猫猫啦！”4月7日中午12点47分，小
韩发布了这条微博，附了9张配图。在这
些图片中可以看到，三只幼年大熊猫在一
段绿色栅栏下打滚嬉戏、往上攀爬。而最
后3张图片里可以看到，有至少2只不同
的手与幼年大熊猫直接接触，疑似一名男
性、一名女性，其中一只手涂了鲜艳指甲
油，正触摸幼年大熊猫头顶。

这条微博发出后迅速发酵，诸多熊猫
粉丝赶到微博下指责博主“没有常识”，同
时，还有众多网友质疑该大熊猫园区的安
保，以及防护设施设备未能发挥应有的效
果。一位网友表示，游客应该具备一定的
常识，“首先，在未经检验、消毒、隔离的情
况下，游客身上细菌可能传染给大熊猫，

导致熊猫生病。同时，大熊猫是猛兽，无
论大小，都不该近距离接触，兽类身上也
带菌，可能会传染给人类。”

根据小韩在微博中发出的定位，这个
“可以摸到大熊猫宝宝”的地方，位于四川
卧龙，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神树坪基
地大熊猫幼儿园。

4月15日，记者实地探访该地区，找
到了疑似微博图片中的事发地点。

该地点位于大熊猫幼儿园侧面，记者
走访一圈后发现，这个位置的围栏高度相
对其他区域是最矮的。

当天下午，园区内也有数只幼年大熊
猫在嬉戏，根据现场情况，如果有人用竹
叶等食物逗弄，确实可能将大熊猫宝宝

“勾引”过来，并触摸到它们。

达州大竹一女士银行卡
“能存不能取”

取2000多元工资
要去福建开户行？

账户中明明有钱，却取不出来，这件事
困扰了唐女士4个多月了。唐女士是四川大
竹人，没想到以前在福建涵江打工时在邮储
银行开的一个银行账户，会给她带来麻烦。

四川大竹与福建涵江，两地相距1700
余公里。为了取出银行卡内的2000多元
工资，大竹的唐女士却被告知必须亲自到
涵江跑一趟。“现在是互联网时代，为啥银
行非要让我跑路？这么远，除去路费、食宿
等开支，我还能剩几个钱？”4月16日，接受
记者采访时，对于邮储银行提出的这个要
求，唐女士感到“很窝火”。

取不出的工资
唐女士多年前曾在福建涵江务工，于

2005年在邮储银行新涵街支行开户，并办
理了存折和银行卡。2013年底，唐女士回
到四川大竹，并从账户中取出了绝大部分
存款，只留了45.07元的余额。在2013年
底用银行卡支取存款后，唐女士就一直没
再怎么使用这个账户。

2018年12月，唐女士再次启用这一
账户，用于单位给她发工资。2018年12
月11日，唐女士所在的工作单位通过银行
转账的方式，分两次向这个账户存入两笔
工资，共计2521元。得知工资到账后，唐
女士去ATM机取钱，却发现这两笔工资
根本取不出来！唐女士以为是ATM出了
故障，试着换地方取钱，不料大竹县城所有
的ATM机都一样取不出这笔钱。唐女士
无奈，只好到邮储银行的柜台办理。

“止付”的银行卡
“银行工作人员称，我这个账户于

2014年6月11日被银行实行了‘账户止
付’，不能办理任何金额的支取类交易。”
唐女士告诉记者，她问了半天才知道，“账
户止付”其实就是账户被冻结了，无论是
ATM机还是银行柜台，都无法办理支取
业务。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找涵江的
开户行。

“我又没违纪违法，从2013年底开始
就没用这个账户的银行卡和存折了，而且
账户里面一直还有余额，银行凭什么就把
我的账户冻结了呢？既然是账户被冻结
了，那为什么又能存钱进去呢？”唐女士想
不通，决定找银行讨个说法。

对于唐女士的问题，邮储银行新涵街
支行的解释是：唐女士2005年在该行开户
使用的是老式身份证，后来银行系统升级，
只有15位数字的老式身份证不能被系统
自动识别，系统无法确定唐女士身份的真
实性，自动对其账户实行了账户止付。

“邮储银行新涵街支行的工作人员说，
要解除账户止付，必须我本人到开户行去
办理，带上新版身份证，银行工作人员要确
定我是我了，才能解冻账户。”唐女士称，她
曾提出让大竹本地的银行代为核实身份、
快递相关证件和材料到涵江的银行、找当
地的朋友代办业务等多个解决问题的办
法，但银行都说不行，“他们非得要我亲自
跑一趟”。

只能去福建取？
“我们这边的银行虽然可以帮忙办理

账户止付的解除业务，但即便是信息更新
并进入了系统，也无法通过开户行的审定，
因为系统有默认的设定，必须在原交易机
构办理。”4月16日，接受采访时，邮储银行
大竹支行的工作人员解释称，唐女士这种
情况，的确只能到福建涵江的开户行办理

“解止付”业务。
像唐女士这种特殊情况，除了亲自到

涵江跑一趟，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她
（唐女士）可以对自己的身份信息进行公
证，或者找派出所开证明，证明她本人的信
息与原来开户时使用的身份证信息一致，
由她本人来办理。当然，她的子女等直属
亲属，也可以帮她代办‘解止付’的业务。”
对此，邮储银行新涵街支行的工作人员解
释称，即便是有人代办，也需要代办人到开
户行的柜台才能办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曾业

“偷摸大熊猫”惹众怒
女大学生删除微博并解释：

是熊猫宝宝爬了上来，原本以为这很有趣

4月14日下午，小韩删除了此条微
博，改名并且发出说明称：“一时出于对
熊猫的喜爱的疏忽不当行为引起了大家
的误解，从小就是一名动物爱好者，家里
有两只狗狗……今后一定会谨言慎行。”

4月16日下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联系上小韩，但她拒绝接受电话
采访，只同意用文字形式回应和澄清此
事。在回应中小韩和她的母亲称，事发
时她本人没有招惹大熊猫宝宝，“是三个
熊猫宝宝一个踩着另一个，三下五除二，
顺着竹子样式的围栏爬了上来”，并认为

这原本就是一个“熊猫宝宝越狱成功兼
碰瓷”的有趣故事。

同时，小韩母女认为，几根管道的设置
“不尽合理”，给了熊猫宝宝“越狱”的机会。

16日下午，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就此事致电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
相关工作人员回复记者称：“感谢社会各界
关心和监督。现已开始着手对该地点进
行整改，进行围栏加高处理。”该工作人员
同时提醒游客，游览时不要攀越围栏，不要
投食逗弄、触摸大熊猫，和动物保持安全距
离，文明游园。

因为发布到微博上的几张照片，四川一高校学生小韩被
许多网友指责了近一周后，终于删博、改名并道歉——因为
在那些照片中，她直接用手触摸了幼年大熊猫的头。

4月16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多方联系后对话
小韩，她说当时“并非自己招惹熊猫，而是熊猫主动越狱‘碰
瓷’”，并质疑园区防护措施设置不合理。

惹怒
网友

偷摸熊猫宝宝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雪 摄影吴枫

“这种事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爆料
网友称，游客在这个地方逗弄大熊猫、试图
抚摸的行为，此前就已发生过，也被网友多
次提醒相关部门进行整改，“这个园子还发

生过大熊猫宝宝差点翻墙出去的事件，被
全程直播。最后宝宝被奶爸奶妈抱回来
了，但是围栏一直未曾加高或者更改。”

据了解，该大熊猫幼儿园里的幼年大
熊猫几乎都不足一岁，最大的或为去年六
月十六日出生的“天宝”。

“被摸的熊猫宝宝目前还不确定是华
美仔还是喜妹仔。”爆料网友称，此前还发
生过游客抱着宠物犬进入神树坪基地游
玩的事件，“这个博主自己家里也养了狗
的！什么防护措施都不做，考虑过对大熊
猫的危害么？”

值得注意的是，犬瘟热是对大熊猫威
胁极大的疾病，大熊猫一旦患上此病，致死
率高达80%。2015年，陕西省连续4只圈
养大熊猫因此病死亡。也正因为此，圈养
大熊猫的相关场所，一直以来对于流浪犬
只的管理和控制都有相当严格的规定。

在现场走访时，记者看到大熊猫幼儿
园围栏周围确实设置了禁止攀爬、投食等
行为等警告标志，但全程未见有安保人员
巡逻。

她如何摸到大熊猫宝宝？
记者探访：事发地点围栏较矮

网友质疑神树坪基地：
这里曾发生大熊猫“越狱”事件

看更多资讯

打开封面新闻

▲ 4月15日，华西都市报、封面
新闻记者探访四川卧龙中国大熊猫保
护研究中心神树坪基地，找到疑似“女
大学生偷摸大熊猫”事发地点。该处
围栏离园区内部很近，有游客在用竹
子吸引园内幼年大熊猫注意。

园区有醒目的提示，禁止翻越、投食
等行为。

大学生小韩“偷摸大熊猫”的照片在微博发布后，引发众多网友质疑、指责。（微博截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