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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未到账
怀疑是机器有问题

“我的 3700 元不翼而飞
了，可能是被银行的自动存取
款机吞了，也有可能是机器出
了问题。”15 日上午 10 点左
右，王女士神色慌张，匆匆忙
忙跑到仙鹤路派出所报案，请
求民警帮她查找这3700元的
下落。

据王女士讲述，14 日，她
在达川区三岔路口通达西路
中国银行自助存取款机上进
行无卡存款，当时存了 4000
元进去，有3张百元钞票没有
被自助机识别，把不能识别的
钞票取走之后，就独自一人离
开了银行。回家后的第二天，

王女士才发现这笔存款没有
到账，立马报警求助。

“王女士报警时，不能提
供相应的存款凭证，我们详细
询问了有关情况，最终确定她
确实丢失了3700元。”办案民
警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展开
调查。办案民警一边通过技
术侦查手段调取相关监控录
像，一边走访事发银行和周边
区域寻找线索。

男子捡到钱
拾金不昧物归原主

15 日上午，办案民警深
入中国银行调取了监控信息，
发现王女士离开后，有一名男
子到该自助取款机上办理了

业务，并且在自助取款机门口
停留了两个多小时才离开。
民警通过分析，发现该男子有
重大作案嫌疑。

紧接着，在银行的配合
下，民警根据该男子在自助
取款机办理业务的信息，查
询到了该男子的身份证号
码。随后，民警通过该身份
证号码信息，在“一标三实”
系统中查询到了该男子的联
系电话。该男子接到民警电
话后情绪激动：“你们终于找
到我了！”

15 日 11 点左右，该男子
主动到仙鹤路派出所“交代”
了情况。该男子姓李，称其
14日去中国银行办理查询余
额业务，在自助取款机上发现

有一叠钱，将钱拿出来并查询
了自己的余额后，在始发地等
了两个多小时，但失主一直没
有出现。他准备次日将这笔
钱交给警方，没想到民警提前
和他取得了联系。

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
王女士当时将钱存进去后，
一直在玩手机游戏，没有完
成操作就离开了。随后，自
助存款机将存入的 3700 元
钞票吐了出来，被李先生捡
到。在派出所李先生最终将
3700元归还给王女士。“都怪
我太粗心了，不该一边玩手
机一边存钱……”王女士难
为情地说。

曾诗琪 华西城市读本记
者 曾业

宣汉职中
为党建结对共建村送党课

华西城市读本讯（姜宏
伟 记者 罗轩）为深入宣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切实
做好十九大精神的转化实
践，助力脱贫攻坚，12月18
日，宣汉职中校党委委员、
副 校 长 胡 泰 然 带 队 前 往
华 景 镇 候 山 村 开 展 以 学
习 十 九 大 精 神 为 主 题 的
宣讲活动。

在宣讲活动现场，胡泰
然结合党建及自身工作经
验，以《深入学习领会十九
大精神同心协力打赢新时
代脱贫攻坚战》为题，为候
山村党支部的党员干部作
党的十九大精神辅导报告，
共话乡村未来发展蓝图，让
十九大精神落地生根。学
校党员干部逐一走访帮扶
户家庭情况及扶贫需求，详
细询问政策落实情况，同时
深入果园为村民送上了果
树冬季管理、施肥、嫁接、修
剪技术，为村民解疑答难。
候山村党员同志表示一定
注重十九大议精神的学习，
领悟好会议精神，坚持感党
恩、听党话、跟党走，在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大道上，奋勇
当先、勤劳致富。

冬季是火灾多发期，为进
一步提高全行干部员工的消
防意识，增强处置火灾事故的
能力，有效预防重特大火灾事
故的发生，促进全行安全稳健
发展。12 月 13 日，宣汉农商
银行利用视频会议系统召开
元旦前夕职工安全知识培训
会，并特邀达州谐安安全消防
培训服务中心的李中相作专
题讲授。

培训会上，李中相结合近
年来身边典型的高层建筑火
灾、电气火灾、天然气火灾等
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针
对性地讲解了防火灭火的基
本技能、消防器材的正确使
用、火灾初期的扑救方法、火
灾自救逃生的技巧等基本知
识，结合银行火灾特点，分析
了银行做好消防工作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
宣汉农商银行党委委员、

纪委书记、监事长陈邦善对该
行的案防安保工作进行了强
调部署：各部室、支行要结合
实际，主动梳理本单位在案防
安保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积极

采取措施，防止各类案件事故
的发生；各机构要本着有则改
之，无则加勉的思想，杜绝类
似问题发生；要高度重视防火
工作，全面排查并整改火灾隐
患；严格执行安全保卫和内控
各项制度规定，进一步防范和

化解经营过程中的各种风险
隐患；加大安全检查的频率与
深度，针对检查发现的各类安
全隐患和突出问题，逐一落实
整改措施、整改时限和防范措
施，切实化解安全隐患；充分
发挥监控中心平台作用，严格
监控管理，利用监控抓违规，
查隐患，严防安全事故和案件
发生。

期间，宣汉农商银行监察
保卫部负责人对第五轮安全
评估检查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通报，并提出了整改的要求。
通过此次培训会，进一步提高
了宣汉农商银行全员消防安
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熟练
了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达到
了预期的效果，夯实了全行安
全保卫工作的基础。
杨亮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罗轩

培训会现场。

近日，达川中学通过各种
渠道广泛展示一年来在脱贫
攻坚工作、认真教学、关爱学
生以及热爱家庭方面推选出8
名教师候选人，从见义勇为、
自尊自强、不骄不躁、刻苦钻
研以及勇于创新方面推选出8
名学生候选人，树立校园正能
量，并将从中评选出 2017 年
度“感动川中”十大人物。

该活动从本月初启动以
来受到师生和家长的广泛关
注，各部门、各年级组、学生

会、学生家长纷纷推荐，最终
确定了唐全明、刘锋等八名教
师和李尚峰、彭晓宇等八名学
生作为候选人，他们身上都聚
焦着川中人“顽强拼搏，奋勇
争先”的精神，学校通过网站、
微信公众号、校园微智平台、
校园展示屏等各种渠道广泛
宣传，让全校师生从身边的先
进人物和先进事迹中获取正
能量，弘扬校园积极向上的正
气，引起全校良好的反响。

2 月，曾经引起社会关注

的高一20班学生李尚峰成为
“感动川中”十大人物候选
人。2 月 3 日，该学生在达州
市南外仙鹤路附近发现一名
轻生跳河女性，在几次向路人
求救未果的情况下坚持向蓝
天救援队求助，成功救起落水
者并协助 120 送往医院。对
学生做耐心细致工作的候选
人郭黎老师，11月23日晚，用
真情成功劝阻一名轻生欲跳
楼的学生。评选理由这样描
述该老师：“具有善于疏导学

生困惑的能力，在危急关头具
有冷静处理问题的智慧，在工
作中表现出具有团结同事（同
学）、热心帮助的优秀品质。”
像这样真情奉献教育事业的
老师，勤学上进、乐于助人、孝
善感恩的学生在达川中学比
比皆是，他们只是其中的典型
和代表，他们的精神将引领达
川中学进一步形成更加良好
的风气。

杨华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李玉泉

宣汉县拘留所
深入推进监所信息化建设

华西城市读本讯（肖春
梅 记者 罗轩）为进一步推
动监所信息化建设，切实提
高全体民警信息化应用水
平，宣汉县拘留所本着实战
为先、应用至上的原则，以
贴近岗位、服务实战、注重
实效为主线，以寻求“三个
突破”深入推进监所信息化
建设。

据了解，首先加强业务
培训，在制度机制上求突
破，进一步建立健全考核评
定机制，使信息化培训实现
了由“软任务”到“硬指标”
的转变，有效推动了信息化
培训工作的落实；其次，加
强信息采集，在录入质量上
求突破，严格按照信息采录
的标准，着力提高信息的完
整性、真实性和时效性；再
次，加强实战操作，在综合
应用上求突破，全所民警每
天上班必须浏览公安部、
省、市监管系统和本局公安
网页内容，及时掌握公安工
作特别是监管工作的最新
动态和要求。同时，对新收
拘人员和会见人员等进行
网上比对和信息查询，及
时、准确和有效地打击各种
违法犯罪，使信息化建设在
综合应用上取得突破，推进
监所信息化建设不断向规
范化、实战化方向迈进。

达川中学2017“感动川中”十大人物即将揭晓

宣汉农商银行
举行职工安全知识培训会

暖心！
陌生男子拾金不昧
3700元现金物归原主

粗心！
女子边玩手机边存钱
第二天发现没到账

“太感谢了，若不是你们帮忙，我还真不知道怎么把钱找回来。”虽然事
情已过去几天，家住达州南城的王女士，仍对仙鹤路派出所的民警充满感
激。12月14日，王女士因自己粗心大意弄丢3700元现金，次日发现问题后
才报警。面对这起蹊跷的“案件”，民警1小时内便“破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