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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四川省公安厅高速
公路公安局一分局获悉，从昨日
起，一分局将对成都放射高速路
所有的路线客运班车，粘贴严禁
干扰司机的警示纸。

高速公安一分局制作完成了
公路营运客车行车安全提示贴
纸，从昨日起，一分局各大队已
陆续开始在成渝、成南、成雅、成
绵、成自泸等5个高速公路执法
服务站，以及都汶高速、成巴高
速、成绵复线高速、成安渝高速、
成都二绕高速公路和第三绕城
简蒲高速等主要收费站，向所涉
线路的营运客车车身粘贴警示
纸，同时12个高速交警大队将派
出警组，到就近的客运场站和客
运公司散发粘贴这一提示贴纸。

高速公路一分局领导告诉
记者，相比城市公交而言，行驶
高速公路的营运客车速度更快，
所面对的行车环境、道路线性和

路况更加复杂，更需要集中注意
力安全驾驶。

分局本次选择在营运客车车
身醒目位置粘贴提示贴纸，就是
要提醒和警示广大乘客，时刻保
持情绪稳定，保持清醒的头脑，一
定不能因个人的一时冲动而影响

公共安全，甚至违法犯罪。
目前，首批警示贴纸已于昨

日下午全部开始粘贴，后续还将
针对校车、小型营运客车印制提
示贴纸。

（封面新闻记者 吴柳锋
见习记者 钟晓璐）

早报讯（记者 李正勇）近日，
由双流区妇联主办，西航港街道妇
联、成都天府新区双流人才服务有
限公司承办2018年巾帼扶贫培训
结业典礼在西航港街道妇女儿童
之家举行。典礼上，家住机场路社
区的周永芳不仅获得了优秀学员
的荣誉证书，还现场与一家母婴护
理公司签订就业协议，正式成为一
名育婴师。

今年，双流区妇联巾帼扶贫培
训项目先后在黄水镇、永安镇、黄
龙溪镇、协和街道、金桥镇、西航港
街道6个镇（街道）分别开展了6期
育婴师、家政等专业技能的培训
班，为各镇（街道）无劳动技能、闲
置在家、贫困家庭的妇女开展技能

培训，帮助妇女掌握一技之长，助
力实现就业脱贫。据统计，6期培
训班共计培训了妇女273人，“其
中有 137人取得了职业技能鉴定
证书，并有112人签订就业协议，被
推荐到锦欣医院、爱弥儿月子会所
以及个体家庭中实现就业。”该项
目负责人表示。

“我们将推动形成‘送技能到
送岗位’一体化模式，避免技能培
训带来的劳动力过剩，通过定期
举办女性就业专场招聘会，充分
将‘送技能’和‘送岗位’相结合，
推行按岗培训，按需推荐，努力实
现妇女同胞技能提升和岗位解决
同步实现。”该区妇联相关负责人
表示。

早报讯（记者 李玥林）随着
“万人”小区逐渐增多，纪检监督管
理难题日渐突显。在温江，大型商
住小区居住人口密度大，社区治理
面临小区环境难维护、生活垃圾难
处理以及居民停车难定位等“三
难”，“万人小区”业已成为城乡社
区发展治理的一大难题。温江区
委社治委结合不作为及“懒散拖”
专项整治，不断强化“三种力量”，
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包括增强基
层监督力量，选派623名机关事业

干部下沉一线；壮大纪检自治力
量，探索小区党组织与业委会（自
管会）双向培养、双向进入制度，目
前实现全区590个小区业委会（自
管会）全覆盖；率先在丽晶港、恒大
城等特大型商住小区单独设立建
制社区，开辟纪检监察工作新阵
地；凝聚多元社会力量，建立7个
枢纽型社会组织，培育300余支小
区监督员志愿者队伍；目前，温江
在地服务4A级以上品牌社会组织
18家。

早报讯（记者 李玥林）近日，
成都市郫都区召开落实中央、省
委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推进
情况常委会议，要求领导干部进
一步深入抓好巡视反馈意见整
改落实，通过带头转变作风、带
头剖析典型案件摆表现、带头查
找岗位风险、带头深入整改突出
问题、带头约谈相关单位党组织

负责人，持续抓好巡视反馈意见
整改工作，形成“头雁效应”。持
续深入开展“基层党建、环境保
护、遗留问题”三项集中专项整
治，形成问题、责任、任务“三张
清单”，确保巡视反馈意见整改
落地落实。截至10月下旬，省委
巡视组反馈问题整改措施落实
率达82.3%。

正确处理司乘矛盾，如辱骂袭击公交司机——

成都公安将第一时间出警 依法从快严惩

双流区妇联助力112名妇女实现就业

温江用“三种力量”构建社治纪检监察格局

郫都区持续抓好巡视反馈意见整改

天府早报记者从成都市公安
局获悉，11月6日，成都市公安局
会同成都公交集团就进一步加强
公共交通安全工作进行专题研
究。目前，成都市公共交通安全
形势总体平稳。会议就全力保障
城市公共交通安全提出了系列举
措。针对辱骂、袭击驾驶员等危
及公共安全的报警，公安机关第
一时间出警，将违法嫌疑人传唤
至公安机关调查，对构成违法犯
罪的，坚决依法从快严惩。

公安机关将坚决严惩各类
扰乱公共交通秩序危害公共安
全的违法犯罪行为。针对辱骂、
袭击驾驶员等危及公共安全的
报警，公安机关第一时间出警，
将违法嫌疑人传唤至公安机关
调查，对构成违法犯罪的，坚决

依法从快严惩。
将加强公共交通从业人员安

全法制培训。公安机关将指导公
交集团定期对公共交通驾驶员开
展安全驾驶、正确处理司乘矛盾
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增强安全意
识、法制意识，提升驾驶员应对处
置突发紧急情况的能力。

公交集团加强交通安全员
的日常管理和安全培训。在重
点线路、重点时段及重点场站
公交车上配备安全员，跟车服
务群众，落实安防职责，维护公
共秩序。

完善公共交通安全设施建
设。公交集团将加大投入力度，
为车辆配备必要的安全设施，优
化公交车一键报警快速反应平
台，遇突发紧急情况驾驶员可触

按报警，警方将根据警情就近调
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依法快速
处置。

营造共建共享城市公共交
通安全氛围，广泛宣传公共安全
法律法规，加强典型案例警示教
育，不断提高公共交通参与者的
守法意识、安全意识。倡导广大
市民在遇到危害公共交通安全
的行为时，积极进行劝导、制止，
维护公共安全，共建共享城市公
共交通安全的良好氛围。

健全公共交通安全管理机
制，公安机关定期会同公交集团
等相关部门研究公共交通安全
工作，开展公共交通突发事件实
战演练，不断提升维护公共安全
的能力和水平。

天府早报记者 冯浕

成都放射高速客运车辆
全部贴严禁干扰司机警示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