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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夫妻灯会走散
再见面时丈夫含泪抱紧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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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件很惊险的事，但最后证实是
有惊无险。”王先生说，1月19日19时30分
左右，灯会试灯的第一天，工作人员在纪
念碑下找到一个绿色的口袋。当时，巡逻
的工作人员将它带回来，没有打开，也没
人特别注意它。

王先生介绍，后来我在整理失物时，
发现了这个绿色口袋。“当我打开口袋时，
身上冒出了一身冷汗。我看见里面装着
针管、药瓶，还有白色的粉末，我的第一反
应告诉我，应该马上把它交给民警。”

“交给保卫部民警后，民警仔细查看
了口袋中的物品，发现其中一个药瓶写着

‘胰岛素’。这下，我们才恍然大悟。”王先
生说，想到丢失药品的病人急需药物，我
们也很着急，立刻广播寻找，最终找到了
失主。

蒋辅义在会上说，
泸州的房地产行业要保
持 规 范 发 展 、健 康 发
展、可持续性发展。“为
此，泸州的土地价格要
控制。比如一类土地
价 格 控 制 在 500 万 左
右，二类价格在 300 万
左右，三类价格在 200
万至 300 万之间。”蒋
辅义表示，此举是为了
避免产生“地王”现象，
从而导致整个市场畸
形发展。另外，从今年

起，泸州将不再新建安
置房，一律实行货币化
安置。

“今天开这个座谈
会，党委、政府就是为了
把大家组织起来，把平
台搭好，我们提供环境、
平台，你们才是主角。”
蒋辅义要求各级部门要
主动服务，本地的建筑
企业“跟师学艺，手艺就
要学到手。”

刘光彬 华西城市
读本记者 李华刚

书记市长去哪儿导游求助：
我把整个旅游团弄丢了
自贡灯会平均每晚走丢20人，约七成是成年人

观灯人群比肩接踵。（资料图）

2月5日21时许，自贡灯会主办方相关人士在广播室外
碰到一名前来登记的导游向他求助：“我把整个外地旅游团
都搞丢了。”

2月9日，距离自贡第23届国际恐龙灯会开幕，已经20
天。据悉，今年自贡迎来史上最热闹的春节黄金周，也是最
多游客到自贡观光的一年。节日期间，彩灯公园内游客爆
满，超负荷运行，共吸引了41万余人次前来观灯。

高人气的背后，也有不少幕后故事。据悉，春节期间，
灯会每晚平均约有20余名登记走失并广播的游客，最多一
晚有31名游客走失，约七成为成年人。

“从开幕到现在，几乎
每晚都有游客走失，到广
播室登记并广播。”该人士
介绍，2 月 1 日，有 31 名游
客 前 来 登 记 家 人 朋 友 走
失，广播室也及时进行了
广播寻找，这是游客走失
人数最多的一天（不包括
走失但未前来登记广播的
游客人数）。

截至目前，根据登记数
据，灯会平均每晚约有15名
游客走失，春节期间每晚有
20 名以上游客走失。“这其
中七成为成年人，大多数是
外地游客，一大家人专程到
自贡观灯，在园内走失。今
年，儿童走失的情况比往年

大幅减少。2015 年春节灯
会，最多一晚上走失了70余
人。”

“2月5日晚21时过，我
从广播室到外面办事，碰到
一名前来登记的导游，她说
自己把整个团都搞丢了。”
该人士介绍，后来通过广
播，她在 4 号门外找到了自
己的旅游团。

不仅家人走散，丢失物
品的游客也不少。截至目
前，广播室共收到身份证、
老年证、银行卡等各种证件
20余张，其中部分尚未被认
领。在华西城市读本记者
采访时，还有游客前来认领
失物。

“今年灯会与往年有点
特别的地方，就是在试灯
前，大约每天 17 点后到开
灯，总有几架无人机在灯会
现场上空盘旋。”据上述人
士介绍，据了解，这些无人
机几乎都属于民间人士，特
别是摄影爱好者的，主要用
于航拍灯会。

据了解，无人机的“骚
扰”，给灯会现场带来了安全

隐患。
为此，1月19 日灯会开

幕前，自贡市公安局就发布
了《关于加强第23届自贡国
际恐龙灯会安全管理的通
告》，明确公布彩灯公园空域
不得放飞无人机、空飘气球、
风筝等飞行器（具），新闻单
位需要使用无人机航拍的，
须按规定持相关资料向灯会
安全保卫指挥部申报。

灯会试灯前 每天都有无人机“骚扰”

最多走失31人 奇葩导游弄丢一个团

华西城市读本讯
（王冕 王春香 记者 罗
尹）2 月 8 日，国网四川
省电力公司与内江市人
民政府签订战略合作框
架协议，全力支撑内江
市实现“两个率先”“三
个基本建成”的奋斗目
标，提高内江电网的供
电能力和可靠性，共同
推进内江电网发展。

根 据 战 略 合 作 协
议，“十三五”期间内江
电网规划投入约 50 亿
元，其中，新增500千伏
及以下变电容量约 170
万千伏安、输电线路约
1900 公里。双方重点
加强电网建设工作领
导，落实电网建设支持
性措施；开辟园区供电

“绿色通道”，加强园区
供电保障水平；加大农
村电网投入，助力脱贫
攻坚；大力支持电力设
施迁改工程，服务内江
新城建设；共同加强电

力设施保护，维护供用
电秩序。

马波表示四川省电
力公司对内江市的大力
支持，体现了省公司强
烈的家国情怀、服务基
层和服务人民的政治担
当，感谢省公司对内江
市的特殊关爱、支持和
帮助。马波指出，此次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标
志着双方新一轮合作
全面开启，标志着双方
的深厚友谊进一步深
化，标志着双方形成了
全方位、多层次、宽领
域的合作格局，表示将
全面履行协议内容，为
省公司在内江的工作
提供一流服务、创造良
好环境，坚信在双方的
共同努力下，内江的园
区供电保障、农村电网
发展、电力设施迁改、
电力设施保护工作必
将实现新突破、迈上新
台阶。

“泸州两家本地建筑施工企业，经住房城乡建
设部审核，获得建筑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实现‘零
的突破’，省内仅次于成都”。2月8日，泸州市委、
市政府专门召开了建筑业健康持续发展座谈会。
泸州市委书记蒋辅义说，泸州的建筑企业要做大、
做强、做优，要向进驻泸州的央企、大型国有企业、
知名民营企业学习，“跟师学艺，手艺就要学到手。”
从而增强本地建筑企业市场竞争力，推动泸州由

“建筑大市”向“建筑强市”加速迈进。

打造建筑强市
泸州建筑业总产值

全省第二

泸州市政府副市长
丁湘说，泸州的建筑业
从业人员，从2012年的
30 万人，达到了 2016
年的 50 万，2016 年泸
州的建筑总产值达 760
亿元，在全省排名第二
位。“截止目前，泸州市
共有建筑施工企业 707
家，其中特级资质企业
2 家，一级资质企业 44
家。”为了优化发展环
境，泸州市成立了开发
建筑业发展工作领导小
组，刘强市长任组长。

泸州将继续加大对建筑
企业的扶持力度，支持
建筑企业做大做强做
优，增强企业市场竞争
力，推动泸州由‘建筑大
市’向‘建筑强市’加速
迈进。

本次座谈会的主题
是“跟师学艺、借势发展、
加强合作、实现共赢”助
推泸州建筑业健康持续
发展，进驻泸州的央企、
大型国有企业、知名民营
企业，以及本地建筑企业
代表参加了会议。

全省第二/ 建筑业总产值760亿元

优化环境/ 保持行业可持续发展

内江市人民政府
与国网四川省电力公司签订战略协议

观灯那些事

“还有一件事，让我们大家都感觉很
温馨、很感动。”灯会广播室工作人员王先
生说，春节长假的一天晚上，一位30多岁
的女士找到广播室，说她的老公走丢了。
当时，她非常着急，眼泪一直在眼眶里打
转。但多问几句，我们就觉得她举止神
态，越来越不像成年人。

王先生介绍，她一直不停念叨，是不
是老公不要她了。见此情景，工作人员先
耐心安抚她，平复她的情绪，然后在她的
手机里找到了她老公的电话，但拨打过去
一直没人接听。“这时，4号门的工作人员
打来电话，才知道她老公一直在他们进来
的4号门外等她。”

“这两夫妻都是残疾人，两个人在4号
门外见面的一刹那，她老公紧紧把她抱
到，两个人都眼泪汪汪的。”王先生说，看
得出来这对残疾夫妻感情非常好，现场的
工作人员都被这温馨的场面感动了。

惊
险

捡到绿色口袋藏“白粉”
原来是糖尿病人救命药

华西城市读本记者刘恪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