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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都市报讯（母习熠 记
者 刘彦谷）“夏安”行动开展以
来，苍溪县创新推出“红袖标
—护学岗”护校安园行动，全力
维护师生人身安全。行动期
间，当地特巡警、交警和派出所
民警在每天上下学、节假日、高
考等重点时段，对校园周边开
展护学和巡逻防控工作。同时
组织“红袖标—护学岗”队员深
入社区、村组、家庭，认真开展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截至目前，该县共计出动
警力 800 余人次，车辆 200 余
台次，红袖标群防队员 1200
余人次，对辖区30余所学校进
行了拉网式检查，排查并整改
各类隐患35处。

华西都市报讯（唐光辉 记
者 汪仁洪）6 月 27 日晚，华蓥
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根据群众举
报，抓捕2名吸毒人员时，意外
抓获 2 名贩毒人员。目前，吸
毒人员蔡某、蒋某已被公安机
关依法行政拘留，涉嫌贩毒的
罗某、黄某已被依法刑事拘留。

据了解，华蓥警方以全省公
安机关“夏安”系列专项行动为
契机，结合本市毒情，创新通过

快板、广场舞等多种方式开展禁
毒宣传，收集吸贩毒线索，取得
良好成效，蔡某、蒋某的吸毒线
索就是来源于群众的举报。

6月27日下午5时许，禁毒
民警接到群众秘密举报，称蔡
某、蒋某是吸毒人员，他们现住
在华蓥某宾馆。通过侧面了
解，蔡某、蒋某2人情绪焦躁不
安，似乎在等人。民警意识到
可能有“大鱼”，于是埋伏在附

近。23时许，果然如民警所料，
罗某、黄某相继出现，被民警当
场抓获。审讯中，罗某、黄某2
人对贩毒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华蓥市公安局禁毒大队负
责人介绍，“夏安行动”开展两
个多月来，华蓥警方开展禁毒
宣传活动12次，收到群众举报
线索 44 条，查处涉毒案件 30
余件，行政拘留 22 人，刑事拘
留17人，逮捕9人。

7月26日上午9点多，南大
梁高速公路华蓥山隧道内，达州
往渠县方向一辆载有危险化学
品的小货车侧翻，造成交通中
断。接到报警后，达州市消防支
队立即渠县消防大队和大竹县
消防大队共计6辆消防车、36名
官兵赶赴现场抢险。

10：05，消 防 官 兵 到 达 现
场，经确认，小货车装载的危险
化学品为氯化氢，共计 12 罐约
300公斤，车辆侧翻于离隧道入
口 800 米处。氯化氢有窒息性
的气味，对上呼吸道有强刺激，
对眼、皮肤、黏膜有腐蚀。密度
大于空气，其水溶液为盐酸，浓
盐酸具有挥发性。在经过撞击
后，若不及时排除险情，后果不

堪设想。
经侦查后，消防官兵现场成

立侦查小组，穿戴好防护装备
后，携带侦检仪器进入隧道内进
行侦测。

经现场检测，未发现有氯化
氢（HCL）泄漏的情况。随后，大
家与现场技术人员商定氯化氢

（HCL）转运方案：由高速交警安
排转运车辆到场，消防官兵负责
将现场的氯化氢（HCL）安全转移
到车上，再运往大竹县进行处理。

经过紧张排险，11：45 左
右，整个救援结束。在高速交警
的疏导下，事故路段的交通只需
逐渐恢复正常。值得庆幸的是，
此次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

清算公告
经公司会议研究决定，并申报达州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备案“（达市工商）登记内
备核字【2018】第 2140 号”，拟注销“达州市
川达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1700MA67Q1X09M”。请相关
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我公司清偿债务，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公司地址：达州市通川区朝阳西路天
恒花园G幢第二层由西向东第5号

联系人：王守川
电话：13568198460
达州市川达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7月27日

遗失声明
达州市达川区余书

记老火锅店不慎遗失食
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原
件 （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5117030008766），现登
报作废，特此声明！

达州市达川区余书
记老火锅店

2018年7月27日

群众“认账”：
每一笔钱都能追根溯源

“这段时间，村上的大喇叭
每天都在吼，公布哪些人应该
享受哪些惠民政策，具体金额
是多少，如果发现问题，村民可
直接找乡上的纪委投诉。”渠县
渠南乡财政所长王代琼介绍，
通过宣传，老百姓对自己领取
的惠民惠农资金都心里有数，
发放的每一笔钱都有据可查，
大家对政府的工作也是“认账”
的。

惠民惠农资金，涉及到群
众的切身利益。渠县通过集中
整治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

“一卡通”管理问题，专项治理
推动各级党委、政府及有关职
能部门履职尽责、建章立制、强
化监管，目的就是要确保惠民
惠农资金的“每一分”都用在群
众身上。

“我们充分利用电视、广
播、报纸、网络、微信微博等，向
社会公开发布公告，开展‘一卡
通’领域的‘清源行动’，督促有
违纪违法行为的党员干部及其
他人员，主动在 8 月 15 日前说
清问题，同时鼓励群众检举反
映惠民惠农领域问题线索。”渠
县纪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毕
恒彪介绍，通过6月以来的集中
整治，全县范围内已形成有力

震慑。
截至目前，全县已有7人主

动说清问题，共涉及惠民惠农
资金1.85万元。个别村社存在
的五保户死亡后，村委会通过
代管补助资金卡，侵占惠民惠
农资金的问题，目前均已得到
处理或解决。没有发放到群众
手中的共计 1.85 万元资金，也
已全部收回，将予以上缴或清
退。

部门“清账”：
“一卡通”治理成效明显

“渠县早在2008年就开始
探索惠民惠农资金打卡直发管
理模式，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
经验。”渠县纪委宣传部雍尚才
介绍，2008 年前，有基层党员
干部私自保管代管、违规收卡
借卡等问题暴露出来后，便在
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探索建立
了惠民惠农资金打卡直发工作
机制，有效预防了惠民惠农资
金领域的腐败问题。

通过多年的探索积累，如
今，渠县已梳理出全县涉惠民
惠农补助资金共 21 类，涉及的
相关职能部门共7个，全县惠民
惠农财政补贴资金被全部纳入
监管。

不仅如此，渠县还通过政
策宣传、交叉检查、随机抽查相
结合的方式，将监督检查延伸
至村社农户。与此同时，涉及
到的7个相关职能部门，也被要
求全部开展自查。没有发现问
题的，将被列入重点监督检查

范围。
“通过开展惠民惠农财政

补贴资金‘一卡通’集中整治专
项行动，我们进一步完善了全
县涉‘一卡通’的工作台账。”
渠县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在
此次专项行动中，将坚决查处
和纠正各类违纪行为，确保各
项惠民惠农财政资金及时、足
额发放到群众手中，对严重违
法乱纪的，将依纪依法追究责
任。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曾业

渠县“一卡通”专项治理清卡77万余张
7月26日，达州渠

县渠南乡党委书记吴
志航，出门上班时习
惯性地掏出手机，打
开“智慧渠南”APP。
在“廉洁渠南”栏目
内，渠县农林局、达州
市财政局新出台的涉

“一卡通”资金管理的
两个文件，全文刚被
公布出来。这意味
着，全乡所有下载了
该APP的人，都能通过
手机查询到这两个文
件的内容。

渠南乡利用科技
手段监管惠农惠民资
金，是渠县强化“一卡
通 ”监 管 的 一 个 缩
影。按照要求，9月底
之前，渠县须完成对
全县“一卡通”的清
理。从6月底全面展
开惠民惠农财政补贴

“一卡通”资金清理专
项整治行动以来，该
县已清理 566 个村社
各类卡共计 77 万余
张。

渠南乡通过手机APP公布
“一卡通”政策。

护卫师生保“夏安”

广元苍溪织密校园“安全网”

华西都市报讯（杨样 记者
刘彦谷）日前，剑阁县举行“夏
安”系列专项行动集中返赃仪
式，现场将追回的16.98万元涉
案财物返还给受害群众。

据悉，“夏安”行动以来，剑
阁警方发扬雄关卫士特别能吃
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奉献的
精神，向各类犯罪发起凌厉攻
势，侦破了多起侵财案件，特别
是专案组成员以锲而不舍的精
神，先后奔赴湖南、上海、深圳
等地，成功侦破了“李某某被诈

骗案”，追回被骗的 12.98 万元
全部赃款，展现了剑阁公安依
法打击各类违法犯罪，维护美
丽剑阁平安的决心和信心。

下一步，该县将继续保持
对各类违法犯罪的高压严打
态势，保障社会和谐稳定。警
方提醒广大人民群众要提升
防范意识，保管好自己的财
物，积极主动检举违法犯罪线
索，为公安机关多提供破案线
索，为“平安剑阁”建设贡献一
份力量。

|同步播报|

剑阁“夏安”行动
集中返赃16.98万元

货车隧道侧翻 达州消防两小时排险

华蓥警方接群众举报抓获两名毒贩

渠南乡政府核查“一卡通”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