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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新华社成都7月16日电 16
日，四川省179个国企拟混改项
目通过“国企混改项目信息发布
平台”进行集中推介，涉及该省各
级各类国有企业110户、资产总
额超过3200亿元，拟引入社会资
本超过430亿元。

据了解，此次四川省集中推
介的混改项目中涉及47个股权
转让、54个增资扩股、78个合资
合作，从行业上涵盖了金融、文化
旅游、房地产、节能环保、能源化
工、数字经济、先进材料、教育医
疗、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和热点
行业，项目来源覆盖省属及21个
市（州）。

四川省国资委主任徐进向记
者介绍，本次四川混改项目推介
会标志着四川国企混改由实验探
索阶段迈入全面深入实施阶段。

推介会采取现场推介和线上
同步直播的方式，项目信息得以
广泛传播，成都建工、四川发展等
企业现场签约，数家国企进行了
路演。此外，全国26家产权交易
机构签约形成了“国企混改项目
信息发布机制”，各产权交易机构
利用各自官网和投资人资源，通
过信息技术手段，共同搭建“国企
混改项目信息发布平台”，并将该
平台嵌入各机构官网，实现混改
项目信息“一网发布、全网获取”。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杨金
祝）7月16日，在第七届非遗节动
员部署会暨四川省非遗保护管理
干部培训会上，省文化和旅游厅
公布了171个第一批四川省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体验基地。据
悉，这是省文化和旅游厅继2019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前夕公布
10条“非遗之旅线”路后，推进

“非遗之旅”创新理念落地实施，
促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的
又一重要举措。

从名单中可以看到，这些体
验基地遍布全省各地，涵盖了非
遗十大类别。记者注意到，纳入
第一批非遗项目体验基地包括了
崇州道明竹编技艺体验基地、蒲
江明月窑陶瓷技艺体验基地、彭
州军乐白瓷技艺体验基地、泸州
江阳油纸伞制作体验基地等，是
我省特色非遗项目和传承实践、
传承成果的典型代表。

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介绍，
第一批非遗项目体验基地均具备
较为深厚文化氛围，非遗传承工
作开展较好，有较好旅游要素配
备等特点，可为游客提供丰富多
彩非遗项目互动体验，增加游客
对我省非遗技艺和特点的认知与
感受，丰富游客的文化体验，增加
旅游的文化价值。

目前，我省已有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非遗名录项目7项，国家
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39项、省级
611项。

等待好戏上演
问：周二沪指低开，盘中窄

幅震荡，收盘微跌。你怎么看？
答：缩量震荡仍在延续，周二

沪指基本在10点的区间内小幅
波动，除化工、5G、次新外，市场并
未有太多的亮点，值得一说澄星
股份，该股强势五连板打破了近
期连板高度，说明人气有所回
升。截至收盘，两市涨停39只，
无一只个股跌停。技术上看，沪
深股指连续第三个交易日收于5
日均线之上，虽然成交萎缩，但两
市个股涨多跌少，也足以说明当
前市场并不弱；60分钟图显示，两
市股指均略失守5小时均线，60
分钟MACD指标红柱也出现缩减，
不过领先的创业板指形态尚好，
显示短期市场走势存在反复；从
形态来看，虽然短周期指标显示
当前股指可上破2955点，也可下
破2900点，但由于成交萎缩，笔
者还是倾向于近几日处于时间窗
口前的最后一次探底阶段，毕竟
好戏将会在时间窗口后上演。期
指市场，各合约累计成交、持仓均
减少，各合约负溢价水平整体有
所缩减。综合来看，在反转之后
市场并未高举高打继续上攻，显
示短期依旧维持震荡，后市仍需
珍惜低吸的机会。

资产：周二按计划持股。目
前持有南玻A（000012）45万股，
大冶特钢（000708）8万股，鄂尔多
斯（600295）13 万股，迅游科技
（300467）8 万 股 ，京 能 置 业
（600791）30 万 股 。 资 金 余 额
3706986.58 元 ， 总 净 值
10332086.58元，盈利5066.04%。

周三操作计划：大冶特钢、迅
游科技、鄂尔多斯、京能置业、南
玻A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走访
500米路大小坑洼五六十处
7月15日上午，成都下着小雨，这让原

本坑洼的路面更是泥浆流淌。
该路段位于槐树店路—中环路跨线桥

桥下两侧，长500多米。记者粗略数了一
下，路上大小开裂、坑洼有五六十处。开裂
的地方一整片路面变成碎石，高低不平；更
严重的则被压成深坑。

最大的坑长约两三米，宽度占了道路一
半，一般的车辆，特别是公交车很难绕过；另
一些坑看着小却很深，电瓶车司机若不熟悉
路况，很容易陷进去

当天的雨不算大，但是不少坑洼都有积
水，目测最深积水有十几厘米。车辆经过就
会颠簸和溅起水花，殃及路边行人。其中有
一片积水占了半条路，行人不得不爬高从路
边花坛通行。

吐槽
每天开车路过像“坐摇篮”

“好久了?一年了。”高大姐在街边经营着
一家快餐店，她告诉记者，去年桥面施工修好
之后，桥下的路面变窄了，但是通行车辆却不
减，“晚上大货车特别多，天天压就压烂了。”

“骑电瓶车的很容易摔倒，以前每天都

看到有人摔来趴起。”高大姐说，现在很多电
瓶车知道这边路太烂，都不从这里走了。

比起电瓶车司机，开车的也好不到哪里
去。“感觉跟‘坐摇篮’一样，摇得很凶。”由于
工作原因，刘先生几乎每天都要驾车经过槐
树店路。他说在成都市区很少见这么烂的
路，“这应该是最烂的”。

回应
问题路段今年已列入改造计划
针对槐树店路路面问题，记者采访到成

都市城管委市政设施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他
表示，槐树店路之前在修地铁，上面又有跨线
桥，虽然地铁和桥梁都已通车，但还有些附属
工程没有完工，路段仍处于建设期间。

“前年年底，我协调了轨道交通集团，花
了好几百万把这条路弄了一下，但是时间久
了，问题又出来了。”该负责人说，“这条路今
年已被纳入改造计划，不过牵头单位是成都
市住建局，不是我们。”

他进一步解释，槐树店路出城方向到跨
线桥下为止属于市城管委道桥处管，从跨线
桥往城外属于成华区管。“当时为了支持中
环路和地铁建设，我们已经把整条路都移交
给业主单位，由他们临时代为管理维护。”他
说，“这条路今年已经被列入住建局的改造
计划。”

转眼4年过去了，社工小欣（化名）
终于等到了一个让自己满意的结果，曾
在工作中对其进行性骚扰的成都社工明
星刘某，将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近日，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作出
判决，认定“一天公益”负责人刘某性骚
扰社工小欣事实成立，要求其在判决结
果生效之日起15日内，当面向小欣以口
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

遭遇
工作中领导突然“动手动脚”

小欣的噩梦开始于2014年，那时她
刚刚加入了四川知名的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一天公益”。一年后的夏天，她被安
排到温江区某社区，从事一项名为暖阳
服务的工作，也正是在这里，她看到了负
责人刘某的“另一面”。

“当时只有我跟他两个人。”相对封
闭的空间，没有外人在场，这些似乎都成
为了刘某的“动机”。他突然就伸出手，
将小欣紧紧抱住，小欣出于本能挣扎了
一下，身子一歪，倒在了他的大腿上。就
在小欣正要立即起身时，刘某却变本加
厉从腰后面抱住了她。最终，小欣用尽
全力才得以挣脱，快速跑向卧室，并把门
反锁，才阻止了刘某的进一步举动。

“因为大家平时工作中也会礼节性
地相互短暂拥抱，表示安慰。”事情发生
后，小欣从心底里不愿意把这样一个涉
足公益、关心妇女的人“往那个方面
想”。除此之外，让她选择信任的另一个
原因，则是刘某身上的多重“光环”。他

不仅是心理援助专家、志愿者、社工，还
曾参与多项具有影响力的志愿活动。

但回想起刘某的举动，小欣觉得这
绝不同于一般同事间的那种鼓励，“这是
性骚扰”。

维权
发现自己并非唯一“受害者”

事后小欣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并且
及时联系了“一天公益”的秘书长，但一
直没有得到合理解决。而在此期间，她
的生活也因此受到了巨大的影响。原本
热衷于社工工作的小欣，无心继续工作，
她选择重新回到校园读研究生。如今，
已经毕业的她，从事的也是与社工完全
无关的工作。

不仅如此，她还发现似乎受害者并
非只有她一人。当她将自己的经历告诉
给同事兼好友的另一名社工时，女孩的
沉默和眼神的闪躲让小欣察觉到了异
样。在她的追问下，女孩讲述了自己被
刘某从性骚扰开始，进而实施进一步侵
害的经历。

2018年，网络上接连曝出多位知名公
益人涉嫌性骚扰或性侵犯女性的事件，小
欣和这名社工女孩受到影响，决定曝光刘
某的行为。小欣在网上发出了公开信，并
于2018年8月，将刘某和成都一天公益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告上法院。请求法院认定
刘某对其实施了性骚扰，支付精神损害赔
偿金5万元，并请求法院判令二被告在公
开媒体（华西都市报）赔礼道歉等。

随后，金牛法院因该公益中心的办

事机构所在地为成都市武侯区，将该案
件移交武侯法院处理。

一审
认定为“性骚扰”判当面道歉

7月8日，在经历了4年后，小欣收到
了来自成都市武侯区人民法院的一审判
决结果：被告刘某存在性骚扰行为，要求
其在判决结果生效十五日内，向原告当
面以口头或书面方式赔礼道歉。但精神
损害赔偿金5万元的请求没有得到支持。

针对这一结果，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联系到了小欣的代理律师——北
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田咚。

田咚表示，“最重要的是刘某性骚扰
的行为得到了法院的认定。”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诉求只得到了部分支持。比
如，在公开媒体上赔礼道歉，法院判决为
当面道歉。尽管如此，对于小欣而言，4
年坚持能够换来这样的结果，已实属不
易。“每次庭审，小欣都坚持亲自出庭。”
对于判决结果，她们基本满意，暂时没有
上诉的打算。

就此判决，记者多次拨打刘某及其
代理律师的电话，但一直处于无人接听
状态——被告方是否提出上诉，尚不得
而知。

另有法律专家表示，此前类似性骚
扰案件往往因没有独立案由，通常以身
体权纠纷、名誉权纠纷和一般人格权纠
纷等案由进行起诉、审判。刘某案的判
决，对之后司法实践具有重要意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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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米路面大小坑五六十处
●常有人骑电瓶车摔得来趴起

成都社工女孩起诉公益项目负责人性骚扰

一审认定性骚扰
不支持赔偿金 判决当面道歉

成都市区“最烂”的路
烂了一年谁来修？

相关回应：槐树店路问题路面今年已被列入改造计划

500 多 米 的 路
面，大小开裂、坑洼五
六十处，车辆开过像

“坐摇篮”，电瓶车路
过稍不注意就可能摔
倒。下雨天，行人还
得随时提防着污泥和
水花……这样的路面
出现在成都城东中环
路附近的槐树店路。
让周边居民吐糟的
是，这个路面已经烂
了有一年，至今没看
到相关部门来采取修
缮措施。

针对槐树店路
路面问题，记者联系
到成都市城管委市
政设施管理处相关
负责人，对方表示，
这条路今年已经被
列入住建局的改造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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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乘客殴打成都的哥追踪

的哥鉴定为轻伤
打人老外被刑拘
近日，成都的哥因车费问题，被一

名外籍男乘客打伤一事，经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连续报道后，引发了广泛
关注。7月16日，成都市郫都公安分
局对此事有了最新通报。

通报称：2019年 7月 8日凌晨，
百草路附近发生一起外籍男子因纠
纷殴打出租车驾驶员案件。案发
后，公安分局高度重视，迅速开展调
查。7月 15日，被害人杨某的损伤
程度经司法鉴定为轻伤，郫都公安
分局依法以涉嫌故意伤害罪对犯罪
嫌疑人MARKO（男，30 岁，塞尔维
亚人）刑事拘留，目前该案正在进一
步侦办中。

警方再次提示：在中国境内的
外国人，必须遵守中国法律，对违反
中国法律的，将被依法追究违法当
事人的行政、刑事法律责任；造成他
人人身、财产损害的，还应承担民事
责任。

当日下午，被打的哥杨师傅获知
MARKO已被刑拘的消息后，显得很
平静。他告诉记者，15 日下午，
MARKO的朋友来到派出所外当面
向他致歉；16日，MARKO的律师向
他支付了一万元医药费。目前，杨师
傅已一共垫付了1.2万费用。

杨师傅说，自己的权利得到了
维护，自己感受到了公平。同时，他
更关心的是MARKO被刑拘后，自
己后续的医药费、护理费等费用由
谁来支付。

MARKO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后，案件将进入司法程序，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也将持续关注此事。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戴竺芯钟晓璐 李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