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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封面新闻APP
加入青蕉拍客得大奖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彭戎）成都市新
都区军屯镇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主题教育过程中取得良好效果。今年以
来，该镇采取“一清二议三规范”行动，专项
整治“一室多牌”“满门有牌”“满墙是牌”等
问题。该镇静平村在收到整改通知后率先
响应，目前该村全面完成了办公楼摘牌行
动，并对墙面重新进行粉刷翻新，办公环境
给人简洁、温馨之感。

截至目前，军屯全镇范围内共拆除挂
牌近百块，清理后仅剩余18块，每个村（社
区）的办公室门前挂牌由最初的十余块，缩
减至4块左右，真正做到以“少”胜“多”，以
接地气、贴民心的方式，让党和政府的声音
入群众脑、进群众心。

军屯镇：
整治挂牌过多过滥现象

成效显著

6000余人次围观 0人报名
成都宽窄巷子

起拍价3.79亿房产流拍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宋潇）11月20日

15点过，记者在阿里拍卖网司法拍卖上看
到，起拍价3.79亿元的成都市青羊区宽巷
子39号房产的拍卖已流拍。

从11月18日10时至19日10时，成都铁
路运输中级法院在阿里拍卖网上拍卖成都
市青羊区宽巷子39号1栋1层1号、-1层1
号、-1层2号。起拍价3.7954亿元，竞拍加
价10万元（及其整倍数），有意竞买人需要
在线支付竞买保证金4000万元。

该拍品所有人为成都娇盈锦联投资有
限公司，抵押权人为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四川省分公司。

拍卖信息说明：根据当事人提供的房
屋租赁协议，1层临街部分出租使用，分别
出租为“无双”“修品阁”“翰林凿巧”“品仟
秋”“本宫的茶”“盛唐牡丹”使用，具体房屋
位置及面积、租赁期限、租金等详细协议内
容，请竞买人自行前往法院了解，其余均作
为“成都钓鱼台酒店”使用。

截至11月20日15：12，该拍卖信息有
164人设置提醒，6502次围观，但无一人报
名。

为让米粉更好吃
竟掺罂粟壳粉熬高汤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戴竺芯）11月20

日，双流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犯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一案。

尹某在双流开了一家牛羊肉米粉店，
2019年3月初，他为了提升牛羊肉米粉味
道、增加销量，在方某经营的位于双流区彭
镇大市场内的干杂店内购得了罂粟壳。

交谈中，方某得知尹某购买罂粟壳的
用途，仍旧将其购得的约750克罂粟壳混
同约600克其余香料打磨成粉，以人民币
460元的价格成功售予尹某。

其后，尹某多次将罂粟壳粉加入熬制
的高汤中，并在其经营的米粉店内销售给
顾客食用。

4月16日，成都市双流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尹某所经营店铺进行检查，查获现
场熬制的高汤及疑似罂粟壳粉状物质（净
重为714克）。

经检验，从上述物品中均检出罂粟碱、
吗啡、可待因、蒂巴因，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11月20日，双流法院经审理后当庭宣
判，依法判处被告人尹某犯生产、销售有
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并
处罚金人民币2万元；被告人方某犯生产、
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判处有期徒刑8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万元；对扣押在案的
疑似毒品固体（高汤调味粉）依法予以没收
并销毁。对被告人尹某、方某的违法所得
依法予以没收。

目前，该案处于上诉期，暂未生效。

女生群里发“想当副班长”
班干部回“呕”引发互殴

校方：该学校承担的责任，绝不推脱

双方说法
小贾：“我没有还手，她却

扇了我五耳光”

20日上午，受伤的小贾躺在绵阳
四０四医院的病床上玩着手机，同班
同学、班长陈某刚坐在病床前的椅子
上。主治医生王进在看了小贾的治疗
情况后，建议他可以出院，休息一周左
右就没问题了。

面对儿子被打晕住进医院，身为

父亲的贾先生实在想不通。“当晚接到
老师电话，说我儿子被打，住进青义医
院了。”贾先生说，他赶过去后，儿子称
双腿没有知觉、全身无力。“儿子一直
喊痛。”贾先生说，儿子曾打电话说想
调班，王某静太霸道了。

据小贾介绍，被打的起因是同班
女生王某静想当副班长，但没得到班
干部认可。“18日晚，王某静找班长陈
某刚理论。”在此过程中，王某静与班
长发生抓扯，随后将小贾的衣服扔下
教学楼。

“我过去拍了她一下肩膀，结果她
就抓住我的衣领口。”小贾说，他本来
想过去劝架，结果对方把矛头对准了
他。“我没有还手，她却扇了我5耳光。”
在打耳光过程中，对方扯着小贾的头
发往墙上撞，直到后来小贾昏倒在地。

“王某静先抓住我的衣领，我把她
的手扯开，她仍跑过来纠缠。”陈某刚
说，他转身将王某静按住，随后，王某
静起身将小贾的衣服扔下楼。“小贾就

推了她一把，随后两人就打起来了。
王某静打了小贾5巴掌，把眼镜打掉
了。”

王某静：“他先动的手，我
就扇了他几耳光”

在同一楼层住院输液的王某静
说，她想当副班长，就在群里发了个消
息，结果却被班干部“怼”了。“小贾在
班级群里回了‘呕’。我想当副班长，
他凭什么不同意？”

王某静说，她找班长问情况，班长
当时没理她，后来她就和班长动了
手。“我顺手把一件衣服丢下楼，后来
才知道是小贾的衣服。”王某静说，她
当时以为是班长的衣服。

王某静说，她以前与小贾有点小矛
盾。她当时扔掉衣服后，就往教室外走。
一直不说话的小贾就向她打了过来。

“小贾先打我，我就扇了他几耳
光。”王某静说，小贾随后与她抓扯，被

周围的同学劝开。之后小贾又跑来一
巴掌打在她身上。她就抓住小贾的双
手，并扇了他耳光。“具体几耳光记不
得了。”王某静说。

王某静称，以前的副班长是她好
朋友，后来退学了，她就想当这个副
班长。

相关回应
学校：“该学校承担的责任，

绝不推脱”

20日上午，记者就打架一事咨询
两人的班主任王老师。据王老师介
绍，王某静的确表露过想当副班长、寝
室室长的想法。“说明她比较积极，但
当班干部需要大家推选。事发当天，王
某静把想法发到班级群，结果小贾回了

‘呕’字。”王老师说，现在的班干部是临
时选出来的，后期需要进行调整。

事发当晚，王老师调整好班里的
座位后就出了教室，不久后有学生向
他反映学生之间打架一事。“我进教室
看到小贾走不动路，就背着他从五楼
教室跑到一楼。”王老师说，他与保卫
处陆主任一起将小贾送到附近的青义
镇医院，随后转院到四０四医院进行
救治。王某静的家长打电话称，女儿
出现了呕吐，也住进了四０四医院。

“班主任王老师当晚将小贾送到
医院后，垫付了2000元的治疗费，”学
校保卫处陆主任说，现在还无法分清
到底是谁的责任，当前先将学生的伤
治好，再界定双方责任。

学校负责人表示，目前小贾家长
已报警，派出所也已介入调查。如果
学校协调不成功，家长可以走司法途
径解决。如果有该学校承担的责任，
学校绝不推脱。

太酷炫
高科技元素也进了社区

在金牛区新桥社区，能看到不少
高科技的身影。新桥社区兴元绿洲小
区安装了人脸识别门禁，住户只要走
到小区大门一米处，高清摄像头自动
识别人脸，门栏便自动打开。

机器的记忆能力可比门卫大爷要
强悍。这种方式又新潮又省时间，最
关键的是安全。人脸识别系统和公安
系统是联动的，派出所可以通过数据
对比查出住户和访客是否有犯罪记录
等信息，也方便社区管理。

在少城街道西郊河边，WePark
玩湃社区足球公园也是智慧社区的另
一种表现形式。该项目占地面积仅
900平方米，却包含了“智能足球教
室”“快乐足球练习场”“社区老者康体
空间”“快乐运动文创沙龙”四大功能。

这个家门口的足球场，充分利用
了社区难进入、难参与、使用效益不高
的一块街头空地。智能足球场分时段
进行免费开放与教学收费。在免费开
放时段，公众扫码即可进场体验智能
足球。而在教学期间，公众可以付费
报名参加智能体育课。

化矛盾
商居联盟充当“润滑剂”

在少城文旅商贸特色街区中，泡
桐树街是独具“漫生活”气质的步行街
区，也是紧邻宽窄巷子、商铺与居民共
生的典型文旅商贸街区，有78家商
户。自2018年4月开街以来，因商铺
的噪音扰民问题引发楼上居民泼水、
扔酒瓶等行为，还与楼下客人直接发
生冲突，引发治安纠纷。民警夜间检
查时，居民围着民警反映诉求，要求搬

离泡桐树街……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街内商家、院

落居民多元参与社区治理的平台
——商居联盟诞生了。商居联盟每
两月举行一次例会，每2月开展一次
联谊活动，链接社区各方面资源，服
务街区和居民。矛盾发生当日及时
沟通协商，协商没有结果的在当天告
知社区予以调解。

其次，《商居联盟街区公约》从和
睦经营、依法经营、秩序井然、卫生干
净、店招规范、立面整洁等14个方面

进行了共同约定，并在街区的适当位
置立牌公示，大家共同承诺遵守。特
别是针对噪音问题进行整改以及对酒
吧经营时间进行统一管理，制定噪音
及油烟整改措施，达到商家与住户间
互相理解包容。

该案例入选了2018年度成都市网
络理政十大创新案例。今年，商居联盟
有了升级的2.0版，升级为商居共管委
员会，商家与住户一起共同研讨解决了
宽窄巷子周边旅游直通车问题，研究解
决了小通巷文创街区打造问题。

能赚钱
社区年收入约150万元

在青羊区清源社区，有“民情盖碗
茶”“思源堂”、刺绣工作坊、清源食堂、
社区环物委等特色项目。“民情盖碗
茶”前身是老年协会，只提供2元一杯
的普通茶。在听取了居民意见后，社
区增设了5元和10元的盖碗茶，成为
创收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社区联合茶叶基地，打
造了清源龙门茶艺工作室，推广独具
老成都风味的茶文化品牌，研发出清
源专利“晒三花”系列文创产品。负责
工作室的清源社区居民曾小龙，获得
了2018年四川省十大茶文化传承人、
2019年成都工匠等荣誉称号。2018
年，茶叶为社区保守创收达到10万元
到12万元。

除了茶叶，社区的刺绣工作坊已
运行超过1年，培训了一大批本地绣
娘。绣娘骨干在外教授蜀绣技巧，提
供刺绣服务，还开发了文创产品。清
源社区党委书记汤继刚估计，刺绣工
作坊今年创收可达20万元。此外，社
区的物管公司每年收入达80万元。

这些创新举措，让清源社区每年
有150万元的创收。如何监管这笔资
金？汤继刚说，在社区党委的统筹管
理下，这笔钱首先按照公司的流程监
管；如有重要的项目，5万元以上的开
支，不但要以居民议事规则进行，还要
接受第三方审计。

爱学习
开设夜校成立读书营

锦江区的岳府街社区位于春熙路
核心商圈，社区51个居民院落中有48
个建于上世纪八十、九十年代，历史文
化悠久。如何将文化融入社区治理？

“百年书库”贲园提供了解决方案。
贲园位于和平街 16号院，曾经

藏书30余万册，有成都“天一阁”之
美誉。岳府街社区充分挖掘社区在
地文化，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和商圈
党群服务中心分别建成了“贲园书
屋”和“书香春熙”两个活动平台，成
立了“贲园读书营”，通过读书会、阅
读积分、传统文化公益课堂等活动传
递书香。

说到爱学习，清源社区有自己的
夜校，开设了“秀清源”讲解培训、英语
社团、PPT制作、家长课堂等课程。为
了给学员们提供优质的教学，社区夜校
还特地邀请了辖区外籍人士和归国华
侨来夜校讲课。目前，清源社区开展书
法、诵读等传统文化课堂和国学讲座
200余堂，参与人数3000余人次。

接地气又新潮，爱学习还能赚钱过日子——

成都的社区多了这些“优秀品质”

绵阳理工学校高一女生王某静在
班级群里发“想当副班长”，班干部小
贾回了个“呕”。11月18日晚，王某静
找班长理论，顺手将班干部小贾的衣
服扔下楼，引发互殴。

对于谁先动手？双方各持一词。
王某静称小贾先打了她；而小贾说自
己没有动手，对方却扇了他5个耳光，
并扯住头发用头撞墙，致他最后昏迷
过去。

11月20日上午，绵阳理工学校领
导称，该校王某静（16岁）与小贾（15
岁）因是否当班干部在教室里打架。
小贾当时出现双腿没有知觉、全身无
力的情况。随后，他们将小贾送到医
院进行治疗。王某静的家长称，女儿
出现呕吐也住进了医院。“将孩子的伤
医好后，再界定两人到底谁负主责。”
学校相关人员表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周洪攀姚茂强

作为拥有2000多万人口的超大
型城市，成都每年新增常住人口超50
万，社会治理难度不断增大。如何有
效运转这个超大“机器”？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
里”，社区的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直
接影响着基层社会的稳定发展。

根据《成都市城乡社区发展治理
总体规划（2018-2035年）》，2035年，
成都的目标是建成彰显公园城市生态
价值、美学价值、人文价值、经济价值、
生活价值、社会价值，人城境业高度和
谐统一的公园社区。

在探索路上，城市的社区细胞们
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他们”不仅接地
气，也很新潮酷炫；不仅爱学习，还能
赚钱过日子；最重要的是，邻里间生气
了，“他们”还能想办法帮你化解矛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刘秋凤

▲清源社区民俗大舞台。
◀清源社区
▼新桥社区

父亲在医院陪伴小贾。

11月底，
成乐高速眉山段双向通车

11月18日，成乐高速扩容实验段眉
山枢纽绿化区，几十位园林工人正在耕整
好的地里广植竹林。

驾车从眉山枢纽畅跑到青龙场互通，
28公里的扩容实验段上已经没有了大型
运输车和成群的摊铺设施，一路安静了不
少。

真容初显的扩容工程让人耳目一新，
双向八车道宽阔平坦，路两侧是已漆成宝
蓝色的高强度波形护栏，路中央全新的“新
泽西”隔离带伸向远方。

在隔离带间的绿化带，工人们正在小
型挖掘机的配合下，精心栽植千层金、茶
梅、红叶石楠等乔木。十多台高压清洗车
正在清洗路面，标线施工人员正在干透的
路面上精心施工，吊车正忙着吊装交安设
施和标识标牌……

据项目负责人刘春涛介绍，自今年5
月28日启动封闭施工以来，项目部全力以
赴，先后用三个月完成了左半幅扩容开
通。自8月28日启动右半幅扩容工程以
来，共新建彭山互通路基土石方4万方、新
建涵洞2道、新建10座桥梁桥面系、路面
水稳及油面共5.4万吨；新建分离式立交
路基土石方20万方、下部结构2座、上部
结构4座、桥面系7座、路面水稳及油面共
14.5万吨。所有的努力，全为了确保28公
里的扩容实验段在11月底如期双向通车。

届时，这条陪伴了眉山人整整20年的
双向四车道成乐高速，将以全新的双向八
车道向眉山人全面开放，彻底告别之前憋
屈堵塞的行车感受，更有建设者运用业内
诸多领先的高速公路新科技于其中，所以
扩容后的成乐高速改变的，不仅是通行能
力的翻番，更有标杆精品工程带给驾乘人
员畅快安全的驾驶体验。 据四川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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