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成都一男子拒不
给付工人劳务费，并多次辱
骂执行法官，被法院采取强
制措施并罚款10000元后，
男子当场表示悔过，当即缴
纳了罚款，全部给付拖欠近
3年的劳务费33000元。

2016 年 8 月至 12 月期
间，谢某某依照约定向成都
某工程有限公司提供劳
务。在工作完成后，这家公
司一再拖延谢某某的劳务
费。在谢某某的再三催促
下，公司于2017年6月向谢
某某出具《欠条》一份，载明
公司拖欠谢某某人工费和
材料费4万元，之后向谢某
某 支 付 了 7000 元, 剩 余
33000元未再支付。

谢某某向法院提起诉讼
并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
程中，金牛法院依法冻结了
被执行人银行账户，对被执
行人采取限高措施。为解除
限高，公司法定代表人杨某某
主动与谢某某达成执行和解
协议。但和解后,经申请人多次
催促,被执行人又以各种理由拒
绝履行支付义务,故谢某某再次
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

今年11月 15日,金牛法
院立案受理谢某某申请恢
复执行成都某工程有限公
司劳务合同纠纷一案,执行
标的 33000 元。执行过程
中，因被执行人杨某某在收
到执行通知后，以工作忙为
借口，仍不履行给付义务,
故法院立即对其采取限制
高消费措施。

12月12日，杨某某得知
其被限制高消费后多次拨
打电话辱骂法官及家人，并
扬言要打击报复，在工作人
员多次告诫后仍不停止。
12月16日,杨某某到法院反
映情况，其态度强硬、气焰
嚣张，指责法官违法对其进
行限制高消费。对此,执行
法官当场对其作出释明,并
对其行为进行训诫。

经过长达1个小时的释
明教育后,杨某某对自己辱
骂、威胁法官的行为表示悔
过,并当场全部给付了拖欠
申请执行人近3年的劳务
费。鉴于杨某某有明显改
过行为,法院决定对其罚款
10000 元,杨某某当场缴纳
了罚款。 （据封面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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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零时起，实行旅客列车调整图

成贵高铁新增39对动车组
12月 17日，记者从中国铁路

成都铁路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
2019年12月30日零时起，实行旅
客列车调整图。成贵高铁将新增
日常线39对，包含成都东至厦门
北、长沙南、上海虹桥等。具体调
图如下：

1.新增日常线39对
(1) 厦 门 北 ～ 成 都 东 1 对

G2278/9/8 G2277/80/77 次，经沪
昆高速、成贵客专线运行。

(2)长沙南～成都东1对车次
为G2181/4 G2183/2次，经由沪昆
高速、成贵客专线运行。

(3)上海虹桥-成都东2对，车
次为 G2189/92G2191/0 次、G2193/
6 G2195/4次，经沪昆高速、成贵
客专线运行。

(4) 成 都 东 ～ 杭 州 东 1 对
G2187/6 G2185/8次，经沪昆高速、
成贵客专线运行。

(5)广州南～成都东6对，分
别是：D1751/2、D1753/4、D1755/6
次、D1762/1、D1764/3、D1765/6次，
经成贵客专、贵广客专运行。

(6)成都东～昆明南6对，分
别是：G2801/2、G2803/4、G2822/
1、G2824/3、G2826/5、G2828/7
次，经成贵客专、沪昆高铁运
行。

(7) 贵 阳 北 ～ 成 都 东 12 对
C5971-C5994次。

(8) 贵 阳 北 ～ 毕 节 10 对
C5941-C5960次。

2.改成贵运行11对
(1) 珠 海 ～ 成 都 东 D1842/1

次 、广 州 ～ 成 都 东 D1853/6
D1855/4 次 、广 州 ～ 成 都 东
D1857/60 D1859/8 次、南宁东～
成都东 D1786/5 次、桂林北～成
都东 D1838/7 次、成都东～长沙
南G2167/6 G2165/8次、成都东～
广州南D1801/26次、成都东～广
州南 D1825/10 次在成都东至贵
阳东间改经由成贵客专线运行。

(2)广州南～成都东D1806/7
D1824/1 次在成都东至贵阳东间
改经由成贵客专线运行，车次改
为D1806/21次。

(3)昆明南～成都东G2888/9

次、G2892/1次在贵阳北至成都东
间改经由成贵客专线运行。

3.变运行区段4对
(1)温州南～贵阳北G2302/3

G2304/1次延长到宜宾西，车次改
为G2302/3/2G2301/4/1次。

(2)柳州～重庆西 D1796/1 次
运行区段调整为柳州～成都东。

(3)贵阳北～温州南G2308/5
G2306/7次延长到毕节，车次改为
G2305/8/5G2306/7/6次。

(4)贵阳北～广州南D2815/30
次延长到宜宾西。

4.新增高峰线4对
(1)佛山西～成都东（南）2对

D4802/1、D4804/3次。
(2)防城港北～成都东 1 对

D4812/1次、成都东～贵阳北1对
C5961/2次。

5.高峰线变区段1对
(1)佛山西～贵阳北 D4252/1

次延长成都东，延长区段经由成
贵客专线运行。 （据封面新闻）

四川资中5.2级地震致18人受伤，人员搜救工作基本结束；专家——

属构造地震 再发更大地震可能性不大

人员搜救工作基本结束
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中

国地震局和四川省委省政府领导
高度重视，第一时间作出重要指
示批示。四川省地震局迅速启动
应急处置工作，立即向中国地震
局应急指挥中心作了初步震情及
工作汇报，及时了解灾情，组织专
家进行震情紧急分析会商，派出
由50人组成的现场工作队，于9时
10分出发前往震区，参与由应急
管理厅牵头的工作组协同当地政
府抗震救灾。

目前，人员搜救工作基本结
束，正集中开展隐患、险情排查工
作。经排查，全市燃气管道未收
到受损情况报告。城市集中式饮

用水水源地、乡镇级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涉放射源单位、重点危
险废物企业(储存场所)等均处于
安全状态，未发现异常。因地震
受损的电力线路已全部恢复供
电。

震后8秒发出报警信息
当日8时14分05秒资中5.2级

地震发生后，四川地震烈度速报
与预警系统震后8秒发出报警信
息，4分50秒产出仪器烈度图，有
力地支撑了地震应急响应处置工
作。该系统首台终端于12月17日
在四川省应急管理厅指挥大厅安
装部署，投入应急处置工作。

专家根据区域构造、历史地
震序列类型、震源深度、震源机
制、视应力等方面资料，综合分析
认为，此次资中5.2级地震属于构
造地震，发生于威远背斜南东翼
的李家场褶皱附近，震区近日发
生更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

▶地震·影响
震区附近高速正常通行

资中5.2级地震发生后，天府
早报记者从四川省交通运输厅获
悉，目前，高速公路方面，震区附
近G85内宜高速内江段、G4215成
自泸高速资阳至内江段、G76成渝

高速资阳至内江段、S56内威荣高
速内江威远段，暂未发现地震对
高速通行造成影响，辖区各收费
站、服务区运营情况良好，高速通
行正常。

部分列车将晚点
12月18日08:14，四川省内江

市资中县发生5.2级地震，成渝高
铁、成贵高铁、成渝铁路、内六铁
路沿线及部分车站均有不同程度
震感。为确保旅客运输安全，铁
路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采取
限速运行、封锁相关区段、全面巡
检行车设备等措施。受此影响，
部分列车将出现不同程度晚点。

内江北站6趟列车全线停运
资中县发生5.2级地震后，

铁路部门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受此影响，部分列车将出现不
同程度晚点，成渝高铁经停内
江北站的列车：G8529、G8501、
G8615、G8546、G8544、G2847，6
趟列车全线停运。铁路部门温
馨提示：针对停运车辆，旅客朋
友们可在本月30日内，任意车
站办理全价退票手续(网上购
票者可通过网络办理)，针对部
分晚点列车，可在现场办理改
签或退票。

（综合新华社 四川在线）

以后你看到、用到的字
体，很有可能会是四川达州
人设计的。12月18日，记者
了解到，由达州籍设计师易
礼然、郑晓清领衔的设计团
队，已与全球最大的中文字
库——方正字库正式签约，
相关字体将于近期推出。

方正字库拥有各种中、
西文以及多民族文种字库数
百款。目前，国内有近90%
的报社、出版社、印刷厂，每
天都在使用方正字库排印；
海外中文报刊中，该字库的
使用比例也高达80%。

“最初只是出于兴趣。”
易礼然出生于达州万源蜂
桶乡，长期以来对文化艺术
的热爱，让他具备了一定的
设计功底。最近几年，他迷
上了汉字的字体设计，坚持
每天设计一个字，发表在朋
友圈。

易礼然经常参加文字
设计圈内的学习和交流活
动，并以此提升自己的设计
理念，丰富自己的设计风
格，用设计来呈现汉字的独

特魅力。易礼然专攻字体
设计3年多，在“圈内”的名
气越来越大，并进入了方正
字库运营方的视野。后经
人牵线搭桥，双方正式开启
合作。

2018年以来，在朋友的
推荐下，易礼然的作品先后
入选巴尔约代夫邀请展、乌
克兰国际海报三年展、北京
国际设计周、字酷国际汉字
艺术设计大赛、adobe纹藏
邀请展等国内外展览50余
次，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

作为国内相对比较“冷
门”的字体设计师，易礼然
表示，他将始终坚持文化自
信，致力于通过手写字体在
国际设计界传播中国传统
文化。

“达州的巴文化底蕴深
厚，接下来我打算挖掘巴文
化这座富矿，在字体设计中
加入巴文化元素和达州元
素。”18日，易礼然参加了由
文化部举办的国家艺术基金
班，称对未来的道路充满信
心。 （据封面新闻）

四川小伙设计的手写字体
进入全球最大中文字库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
定，12月18日8时14分，在四
川内江市资中县发生5.2级
地震，震源深度14千米，震
中位于北纬29.59度，东经
104.82度。本次地震震中
距资中县城20公里，距内江
市23公里，距成都市132公
里。据网友反映，当地震感
强烈，成都市区部分居民有
感。据内江市应急管理局
通报：截至12月18日19时，
“12·18资中5.2级地震”已
致18人受伤，其中在院治疗
16人，5人重伤，门诊处置离
院2人；造成2464人受灾，已
紧急转移安置47人；房屋倒
塌10间，严重损坏163间，一
般损坏607间，直接经济损
失初核为1146.45万元。全
市已出动各类救援队伍
6107人。

拖欠劳务费被限高后辱骂法官
男子被罚款1万元

（受访者供图）

内江发生5.2级地震后,师生教科书式自救获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