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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男子谢某某，偷偷
摸进南城一家医院的产房
欲实施盗窃，其间未找到盗
窃目标，竟然将黑手伸向了
一名新生的女婴……

近日，达州市达川区法
院公开开庭审理了一起拐
卖儿童案：被告人谢某某因
偷盗婴儿构成拐卖儿童罪，
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
罚金人民币30000元。

今年 5 月 21 日凌晨 3
时许，在医院妇产科病房陪
护女儿生产的杜女士，在迷
迷糊糊中感觉有人溜进了
病房。她借着走廊上的灯
光，发现一名陌生男子，正
蹑手蹑脚地走到外孙的婴
儿床前，准备伸手去抱孩
子。

看到对方诡异的动作，
杜女士很快就反应了过来，
立即呵斥：“你是个偷娃儿
的哦？”意识到自己被发现

后，该男子立即仓皇逃出病
房。杜女士紧跟着追出门
去，并大声呼救：“偷娃儿
了！偷娃儿了！”

听到动静后，医院保安
加 入 到 追 赶 嫌 疑 人 的 队
伍。不久，就在嫌疑人刚冲
出医院大门时，一名与其擦
肩而过的行人闻讯，一把将
嫌疑人抓住，并协助保安将
其制服。

随后，达川警方立即立
案展开调查。据查，犯罪嫌
疑人名叫谢某某，绰号“小
开江”“铁脑壳”，现年 36
岁，开江县人。由于此前多
次触犯法律，30 岁以后，他
大部分时间都在狱中度过。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8
年5月21日凌晨3时许，被
告人谢某某搭乘出租车从
达州火车站窜到达川区某
医院实施盗窃，但未能找到
盗窃目标，遂萌生了偷盗婴

儿贩卖获利的想法。不料
在作案过程中事情败露被
抓。

达川区法院认为，被告
人谢某某以出卖为目的，偷
盗婴儿，其行为构成拐卖儿
童罪，应依法予以刑事处
罚。同时法院认为，被告人

谢某某6年之内犯3次盗窃
罪和 1 次抢夺罪，此次偷盗
婴儿构成累犯，应依法从重
予以惩处。最终判处其有
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30000元。

秦铭 郭本娇 华西都市
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业

10 月 22 日上午，来自成都的
“80后”创业者郭春，在位于南充市
顺庆区丝绸路的工商银行南充分行
营业大厅的自助办照机器人前，刷
身份证、进行脸部认证，轻击两三次
屏幕后，仅 10 秒钟，一张营业执照
就被打印出来。

“在小区门口的银行就能办营
业执照，从19日申请到22日办结还
不到两个工作日，真的是太方便快
捷了。”据郭春介绍，19日，她在银行
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提交了身份证
复印件等企业登记申请材料。22日
上午，银行就通知她前来打印营业
执照，并为其办理了加载有电子营
业执照的银行卡。“以前办营业执照
太麻烦了！跑完这个部门跑那个部
门。”2012年，郭春曾创办过一家家
政服务公司，回忆当初办营业执照
的经历，她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在银行设立工商登记点，是顺
庆区工商部门和银行‘政银战略合
作’创新政务服务方式、提高金融服
务便民化程度的又一个生动范例。”
顺庆区工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副局
长蒲勇说，通过对银行工作人员进
行相关业务培训，使银行工作人员
成为全程电子化登记的“帮办员”，
相当于增设了多个工商登记窗口，
办照效率得到显著提高。

据了解，在“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背景下，随着市场活力持续激
发、新登记市场主体数量迅速增长，
为满足广大创业者的需要，近年来，
顺庆工商部门着力优化营商环境，
先后推行了“多证合一”、全程电子
化登记和电子营业执照等多项“最
多跑一次”特色服务改革措施，有效
降低了投资创业的制度性成本，激
发了市场活力和创造力。目前，顺
庆工商部门已与4家市内银行开展
合作，根据计划，将在顺庆主城区开
放 11 个银行网点代办商事登记服
务。
吴雍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苏定伟

华西都市报讯（刘平 记者 曾
业）大竹县全体巡察干部先后到华
莹山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和岳池县委
巡察办，开展了一次主题为“缅怀革
命先烈、学习先进经验，增强理想信
念”的党员活动日暨集体政治生日
活动。

天刚蒙蒙亮，全体巡察干部就
出发前往华莹山红色革命教育基
地，通过追寻革命先烈足迹、参观革
命遗迹、倾听革命事迹、重温入党誓
词等方式，教育引导全体巡察干部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基层，为
维护良好政治生态奉献自己的全部
力量。随后，全体巡察干部马不停
蹄，前往岳池县委巡察办座谈。这
是大家过集体政治生日的重要活动
内容。

岳池县委巡察办和大竹县委巡
察办一样，都是四川省委巡察工作
联系点。双方围绕巡察工作开展、
机构人员编制、制度建设等方面展
开交流。岳池县“一办五组一中心
两库”和“5+X”模式等先进经验，为
大竹县委巡察工作进一步提档升
位，提供了行之有效的参考。

华西都市报讯（石 秀
容 王爱华 记者 曾业）“督
导部门曾多次对你乡下达
整改意见，为何进度仍然
缓慢？”近日，达州渠县召
开扶贫领域作风建设推进
会，渠县义和乡党委书记
王立强的回答，原因解释
不明晰被问效代表打断。

这次会议聚焦扶贫领
域易地搬迁安置房建设、
脱贫产业发展、帮扶工作

等，开展脱贫攻坚“阳光问
效”。一问“效能”，二问

“效果”，三问“作风”，四问
“感受”，直击问题要害。

这是一场会议，也是一
场考试。台上，9 位县级领
导亲自担任“问效代表”；台
下，300 余名一线扶贫干
部，个个正襟危坐，随时准
备“接招”。

“脱贫攻坚是当前重大
政治任务、头号民生工程，

避重就轻、只讲客观原因不
找主观原因是行不通的。”
该县县委常委、纪委书记、
监委主任杨子希说，“阳光
问效”就是让干部“红红脸”

“出出汗”，坚持问效要临
场，回答不回避，倒逼工作
落实。

红脸流汗，被“问效”部
门和乡镇接下一个又一个

“点球”——分析原因、汇报
整改思路、逐一认领销账。

此次“阳光问效”节目
曝光典型问题 6 个，收集各
类问题和意见 23 个，督促
整改20个。

“这不是为了博眼球，
而是为了推动工作责任落
实。”该县县委书记苟小莉
表示，“阳光问效”就是要聚
集当前群众最关心的热点
难点问题，直击庸政懒政，
剑指为官不为，推动干部作
风转变。

渠县“阳光问效”剑指为官不为

17日晚，参加完朋友聚
餐活动后，回家时已是深夜
11点多。

从聚餐地点回到东城
半岛的家里，距离并不远，
罗 宗 勤 选 择 了 一 个 人 步
行。途径渠江二桥时，一个
打扮时尚、握着手机，却将
一条腿垮上桥边护栏上的
女孩，引起了她的注意。

“妹妹，你也是一个人
吗？”罗宗勤怀疑对方要轻
生，遂用关切的言语和她搭
讪。但不管怎么样，对方始
终不开口说话，只是偶尔礼
貌地笑一笑。罗宗勤从对
方的表情中看到了转机，遂
继续与她聊天，还讲起了自
己的生活经历，最终赢得了
对方的信任。

不知不觉中，时间已过
去半个多小时。两人建立
感情后，罗宗勤小心翼翼地
帮她从桥边护栏上收回了
右腿，放弃了轻生的念头。

原来，这个女孩叫徐紫
嫣，今年 22 岁，自称是成都
人。但无论用哪种方式询问
为何想不开，徐紫嫣总会警
觉地避开话题，然后沉默。

深夜遇女子跳桥

达州退伍女兵救了她三次
路遇陌生

人轻生，你会
怎么办？达州
市渠县的退伍
女兵罗宗勤，
毫不犹豫地选
择 了 挽 救 生
命。

10 月 17
日晚，年仅22
岁的成都女孩
徐 紫 嫣（化
名），在达州市
渠县渠江二桥
上 欲 跳 桥 轻
生，被罗宗勤
巧妙阻止。但
接下来的几个
小时内，徐紫
嫣又两次执意
要轻生，也被
罗宗勤成功挽
救。

“我肚子有点饿……”
当罗宗勤提议送送徐紫嫣
时，对方突然说想吃东西。
肖雅菲喜出望外，立即带着
徐紫嫣走进朋友开的夜宵
店吃饭。

为了让徐紫嫣吃好、吃
饱，罗宗勤特地叮嘱朋友多炒
了两个菜。徐紫嫣放下碗筷
后，罗宗勤对她说：“妹妹，这么
晚了，我送你回家休息吧。”不
料，听到“回家”两个字，徐紫嫣
的情绪突然失控，快速跑到马
路中间，直接躺在路面上！

“那里是个十字路口，
没有路灯，稍不注意就会被

车碾压。罗宗勤见状，立即
跟 着 跑 过 去 阻 止 她 做 傻
事。被罗宗勤抓住衣服后，
徐紫嫣奋力挣脱，速度飞快
地向渠江狂奔。罗宗勤在
夜宵店的几个朋友见状，也
跟着追了出去。

罗宗勤是退伍女兵，退
伍后又加入了渠县的蓝天
救援队。见情况不妙，她一
边追，一边向蓝天救援队汇
报了此事，并拨打了报警电
话。当她追上时，徐紫嫣已
经不顾一切地冲进了渠江，
从黢黑的江面上传来连续
扑打水面的声响。

来不及脱鞋、脱衣服，
罗宗勤毫不犹豫地跳进渠
江，奋力追上对方后死死将
她拽住，凭借过硬的身体素
质，活生生地将其拖回了岸
边。蓝天救援队的队员、当
地派出所民警赶到后，罗宗
勤将徐紫嫣移交。

“救援结束，已是第二
天凌晨三点多了。”罗宗勤
告诉记者，回家后，她才发
现她随身携带的一部手机
被泡坏了，挎包里的不少东
西也“洗白”了。

张旭梅 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 曾业

路遇女孩轻生 她陪聊半个多小时挽回一命

吃了夜宵过后 女孩情绪失控又两度轻生

半夜到产房偷婴儿
达州男子犯拐卖儿童罪被判刑

偷小孩的男子被制服。

大竹县巡察干部
过集体政治生日

南充城区11个银行网点
成为“帮办员”

营业执照一站式办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