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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值岁末年初，各建设施工单位

容易因节假日的到来而安全意识淡

薄，加之冬季雾霾、冬雨等恶劣天气多

发，建筑安全逐渐成为各级职能部门

关注的重点。

为切实加强冬季建筑施工安全生

产工作，有效防范和遏制各类安全生

产事故的发生，确保建筑安全生产形

势的总体平稳，近日，市住建局结合

“今冬明春建筑施工安全生产工作”，

持续开展建筑施工安全检查行动，并

制定系列有效措施，确保我市建筑施

工安全有序。

未办手续擅自施工
违规施工单位将面临严处

近日下午，市住建局检查组来到

了市城区滨江路一处建筑工地，现场

检查了该工地的施工情况和安全设

施。“请出示下你们的相关手续，并介

绍该建筑工地的基本情况。”面对检查

人员的询问，该建筑工地负责人开始

言语吞吐，并有意避开检查人员询问

的话题。经过进一步核实，检查人员

发现，该建筑项目并未办理前期法定

手续，并且在未进行公开招投标确定

施工单位的情况下，擅自进行无资质

桩基础施工，违反了相关法律法规。

对此，检查组人员立即责令其暂停施

工，并且对该建筑工地检查情况进行

如实记录。

随后，检查组来到了市城区银河

路附近一处建筑工地，经过现场检查，

检查人员发现，该建筑工地现场无序

堆放新开挖的裸土，未采取任何防治

措施，存在扬尘污染源。

据了解，针对当日检查出的所有

建筑违规行为，检查组已经责令其停

止施工，并将其备案，目前已经移交市

住建局建设监察支队展开详细调查，

待核实后，将依法严处。

健全监管体系
强化企业安全意识

“此次检查只是今冬明春建筑施

工安全行动中的一个‘缩影’，目前市

住建局已经制定了系列方案，确保我

市建筑施工的安全。”据市住建局相

关负责人介绍，近期，市住建局将进

一步落实政府监督管理责任和生产

企业主体责任，增强和提高从业人员

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坚决预

防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同

时，将提高建设主管部门应对生产安

全事故与自然灾害能力，建立协调有

效、职责明确、处置及时的住房城乡

建设系统安全生产综合管理协调机

制，并成立遂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安全生产委员会，下设建筑施工、建

设大楼办公楼、市政公用、房屋住用、

地下空间和代建项目等多个安全生

产工作组。

该负责人称，为了从基层抓好建

筑施工安全工作，近期，市住建局还将

组织建筑企业召开安全生产动员会，

要求各企业提高安全意识，增强建筑

安全工作的自觉性和主动性，并全面

落实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不断加大

安全生产投入，持续开展安全隐患排

查整改，认真组织安全培训教育，切实

加强作业场所职业危害防治，扎实推

进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始终强化应

急救援管理，形成“共治”的有利局面。

排查隐患“对症下药”
建筑施工安全不到位将被严处

“临近年尾，一些企业赶工期、抢

任务的现象对建筑施工安全有诸多不

利影响，所以必须尽快‘对症下药’。”

该负责人表示，针对这一现象，市住建

局将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手段及措施，

强化监管，通过明查暗访等检查形式，

深入开展建筑施工安全隐患排查整

治，并强化对高支模、深基坑、建筑起

重机械、脚手架等危险性较大的分部

分项工程的检查和隐患整改力度，坚

决遏制建筑施工群死群伤事故的发

生。期间，凡是查出防高坠专项整治

落实不够、安全防护措施不到位、安全

检查不全面、不彻底、项目监理履职不

到位等问题和隐患，均予以依法严处。

“年终岁末，气温骤降，各地居民

建筑供热取暖导致供电、燃气使用负

荷不断加大，建筑工地赶工期、抢进度

现象突出，火灾隐患激增。”该负责人

称，为确保今冬明春及两节期间我市

住房城乡建设系统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向好，市住建局将联合消防部门开展

住房城乡建设系统消防安全专项检

查，特别对老旧小区、在建工程、城市

公园广场、风景名胜区、城镇燃气等重

点火灾防控部位，做到发现一处排除

一处。 （全媒体记者 吕苗）

市住建局“对症下药”排除建筑隐患

严把岁末建筑施工安全关

民警突查出租公寓
网上逃犯落入法网

整治行动中，嘉禾派出所和刑侦

大队禁毒中队根据群众举报，对位于

荣兴苑的一家庭式出租公寓进行突击

检查。

“通过举报及我们的摸排，我们发

现，这个公寓内有吸毒人员，因为该公

寓共有 4 楼一底 35 个房间，为了不打

草惊蛇，我们请求刑警大队禁毒中队

支持，并安排了警力堵住了公寓的出

口。”嘉禾派出所教导员刘力克介绍

说。

当晚 8 时许，记者跟随其中一组民

警展开整治行动。在荣兴苑，记者看

到，民警已对整个公寓进行了封锁，随

即，民警进入公寓挨个进行排查。当

民警正准备检查时，一名身穿黑色短

款羽绒服的男子突然出了门，见到民

警，男子愣了一下，转身想走，见此，民

警立即对其进行排查。通过核对，民

警发现，该男子是一名有前科的吸毒

人员，经过尿检，结果呈阳性，随即，民

警将其带回派出所接受调查。

在对该出租公寓 1-1 房间进行检

查时，检查民警听见房间内有人声，但

当民警表明身份提出检查时，房间内

却突然安静下来。见情况有异，民警

立即进行了警告，迫于压力，房间内的

一男一女打开了房门。

经过核对，房间内的男子名叫李

强（化名），是一名网上在逃人员，在此

之前，李强曾故意砍伤他人被经开警

方通缉。而和李强一起的女子也是一

名吸毒人员。

此外，另一组检查民警也在二楼

的一房间内发现一对年轻的情侣，两

人都有吸毒前科。经过尿检曾阳性。

两人对其吸食毒品的违法事实供认不

讳。

遇到检查男子丢弃毒品
警方出动禁毒犬查毒

整个清查工作有序进行，当民警

敲开五楼一房间时，三男一女四名瘾

君子居然蹲在茶几上吸食毒品，见到

民警后，几名吸毒人员愣了一下，随

即，民警将几人控制。

就在此时，一名寸头男子突然从

楼梯口走了上来，见到楼顶的民警，男

子有点慌张，侧身往旁边的过道走去。

“那边没有房间，他走那边干啥？”

见男子可疑，两名民警立即上前盘查，

哪曾想，见到民警过来，男子居然把一

个卫生纸样的东西丢下了楼。

丢的东西很可能是毒品！考虑到

天黑光线太暗，现场民警立即申请支

援，随即，市公安局调派缉毒犬赶往现

场进行搜查。

在对屋后进行地毯式搜索之后，

禁毒犬终于在一平台上发现了卫生

纸，打开卫生纸一看，里面居然有少量

的毒品……

而仅在该出租公寓，经开警方便

挡获 10 名违法犯罪人员。与此同时，

其他多组民警也展开了整治清查行

动。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经开警方开展“百日平安会战”集中整治

一出租公寓内挡获10名违法犯罪人员

2017 年 11 月 20 日凌晨 4 时许，遂

宁一小区保安拦截偷车贼时，用橡胶

棒与歹徒展开殊死搏斗，最终被歹徒

用尖刀刺穿左侧大腿。该名保安受伤

后并没放弃抓贼，他拖着鲜血直淌的

大腿向歹徒逃跑方向撵了 20 多米远，

直至被同事送医院救治。

事发后，本报官方微信公众号@在

遂宁及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深圳公安等

多家大 V 也对此进行了评论转发。日

前，记者从市公安局经开分局获悉，目

前，涉案两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回顾
保安勇斗持刀窃贼
大腿被刺穿后仍追撵20米

去年 11 月 20 日凌晨 4 时许，美宁

万象新天小区物业人员在小区通过监

控视频发现两名陌生男子形迹可疑，

通知车库内执勤保安张宏财前往小区

的北大门拦截。最终双方在小区大门

内相遇，歹徒见势不妙拔腿就跑，张宏

财立即用橡胶棒狠狠敲打歹徒，而此

时歹徒不甘示弱，掏出一把 60 公分长

的尖刀猛刺张宏财。不幸的是，张宏

财左侧大腿部位被歹徒用刀刺穿了，

致其腿部鲜血直淌。

“我当时没感觉到痛，只觉腿上像

有水在向下流，不晓得是大腿被刺穿

了。”张宏才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当

时，歹徒见张宏财的行动变慢就与另

一同伙驾电瓶车逃跑，但张宏财仍紧

追不舍，继续向小偷奔逃方向撵了 20
多米，直至歹徒消失在视线内。

“我用手一摸自己的大腿才晓得

是我的腿受伤了。”张宏财拖着伤腿返

回小区，这时同事赶到了现场拨打 110
报警和 120 急救电话，并包扎张宏财的

受伤部位。当张宏财被送到医院后，

当日 5 时许转院至遂宁市中心医院，

进行了 3 个多小时手术抢救。

最终，经医院诊断，张宏财左腿大腿

部位被利刃刺伤，所幸并没伤及腿部神

经，经手术缝合后现已出院。事发后，多

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市民及广大网

友也纷纷对保安的英勇行为点赞。

进展
两名嫌犯落网
因吸毒缺少毒资作案

“发生如此恶劣的案件，我们十分

重视，立即派遣精干警力全力侦破。”

近日，富源路派出所向本报介绍了该

案的相关情况。

办案民警告诉记者，通过调取案

发地及周边的天网监控显示，犯罪嫌

疑人在伤人之后，逃出了小区，然后搭

乘了停在小区外的一辆摩托车逃离案

发现场。

“通过监控掌握的犯罪嫌疑人的

体貌特征及多方走访，我们确定，其中

一名嫌疑人就是经常出入该小区的雷

某。”办案民警介绍说，通过调查，他们

发现，雷某是一名吸毒人员，并且还在

缓刑期间。随即，民警对雷某进行了

布控，并于去 12 月 14 日将雷某抓获。

通过雷某交代，民警得知，事发当

晚，两人潜入美宁万象新天小区盗窃

电瓶车，他负责望风，而另一嫌疑人蒋

某则负责盗窃。哪曾想，作案时惊动

保安，眼见保安赶了过来，雷某便悄悄

躲了。而正在作案的蒋某则被保安发

现。

“随后，双方发生了抓扯打斗，争

执中，一名保安被刺伤。”办案民警说，

伤人后，蒋某便逃出了小区，眼见雷某

也驾驶摩托车出来，蒋某便叫住了雷

某，随后，两人逃离了案发现场。

而雷某落网后，办案民警也加大

了对蒋某的追捕力度。让人意外的

事，此时的蒋某不知所踪。

“通过协查，我们才发现，在伤人

案后，蒋某跑到物流港去盗窃，又被保

安挡获，因为其也吸食毒品，结果被送

去强制戒毒。”办案民警说，2017 年 12
月 28 日，民警赶赴绵阳将蒋某带回，

拟追究其刑事责任。

据介绍，蒋某和雷某都是吸毒人

员，为了筹措毒资，才走上盗窃路。目

前，蒋某、雷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

留。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制裁。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点赞：遂宁一保安深夜勇斗小偷
目前两名嫌犯因吸毒缺少毒资作案，已经落网

以天然气表超过使用期限存

在安全隐患、水表显示字迹模糊

等为由，强制要求消费者更换 IC
卡智能表，并收取费用。近日，射

洪县工商质监局结合“红盾春雷

行动”，在严厉打击虚假宣传、消

费欺诈等违法行为中，立案查处

一起公用企业乱收费案件，正式

打响了我市“红盾春雷行动 2018”
第一枪。

“好好的水电气表，非要说有

问题，还要强制我们更换 IC 卡智

能表，并收几百元的费用，太没道

理了。”近日，射洪县天仙工商质监

所接到不少消费者投诉举报，称射

洪县某工程管理处在检查完居民

的水、电、气表后，强制要求消费者

更换 IC 卡智能表，并收取费用，居

民觉得不合理，只得向工质部门反

映投诉。

接到市民举报后，射洪县工质

局高度重视，立即召开专项会议，

并安排专人对此事件进行调查核

实。“对方根本无法提供物价部门

审核批准文件，面对执法人员的询

问也吞吞吐吐，肯定存在问题。”据

射洪县工质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

过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工程管理处

主要以天然气表超过使用期限存

在安全隐患、水表显示字迹模糊及

电表计量数字不准确为由，强制要

求消费者更换 IC 卡智能水、电、气

表。截至被查时，共向 17 户消费

者收取 IC 卡智能表费，共计人民

币 6360 元。

据了解，该工程管理处的行为

已经违反了《四川省消费者权益保

护条例》的相关规定，目前，射洪县

工商质监局已对其作出了没收违

法收得 IC 卡智能表费 6360 元，罚

款 12720 元的行政处罚。

（全媒体记者 吕苗）

射洪县工商质监局查处一起公用企业乱收费案件

一工程管理处违规被罚 12720元

2017 年 12 月 28 日 19 时 37 分，

安居区公安分局三家派出所接到

指令，称在大安乡三门村 7 组附近

有一辆汽车突然自燃。接警后，正

在附近出警的三家派出所民警立

即赶往现场。

“我们离事发地很近，不到五

分钟便赶到了现场。”出警的三家

派出所副所长周培告诉记者，当民

警到达现场后，只见一辆小车已经

燃起了熊熊大火，民警冒险靠近车

辆，查看车辆上有无被困人员，在

确定车上无人后，民警立即疏散周

边群众，并让民警分别在被燃车辆

100 米外的公路筑起二道警戒墙，

同时第一时间报告消防部门和大

安乡政府。

“ 起 火 汽 车 是 一 辆 荣 威 越 野

车，油气两用的，火势又很大，所以

比较危险。”周培说，不久，接到报

警的安居头陀寺消防中队的消防

官兵也赶到了现场。随即，消防部

门与派出所民警一道，对燃烧车辆

进行扑救。

直到当晚 9 时 30 分许，火灾才

彻底扑灭。火被扑灭后，民警又及

时指挥过往车辆，第一时间恢复了

交通秩序。

据驾驶员杨先生介绍，其驾驶

车辆时，由于天黑，视线受阻。车

子擦上路边的防护栏，然后车子引

擎盖里面就燃气来了！眼见火势

越来越大，他只能报警求助。

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进一步调

查中。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汽车行驶途中自燃

安居公安消防联手处置

“马上就要进入新的一年了，

我们给你送一点棉被、米、油等生

活用品，希望你日子越过越好。”为

了让贫困人群感受到社会的关爱，

2017 年 12 月 29 日，市出租汽车协

会开展了“冬季送温暖”活动，市交

运局、市运管处相关负责人和 30
余名爱心出租车驾驶员为市城区 5
名贫困户送去了共计 5000 元的慰

问物资。

据了解，市出租汽车协会下一

步还将开展一系列冬季送温暖活

动 ，力 所 能 及 地 帮 助 困 难 群 众 。

除了冬季送温暖活动外，市出租

汽车协会还将在每年的“五一劳

动节”、“六一”儿童节、高考、“七

一 ”建 党 节 、春 节 前 开 展 义 务 劳

动、关爱留守儿童、免费接送高考

生、慰问老党员、携老助残等爱心

活动。另外，该协会还将制作 500
张卡，到社区发放并慰问需要帮

助的特困户、残疾人、大龄老人等

人群，持卡人可以在市城区打表

区域内不限时间免费乘坐一次出

租车。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市出租汽车协会

为5名贫困户送去5000元慰问物资

近日，射洪县城子昂广场人来

人往，暖潮涌动。由共青团射洪县

委主办，铁马文明·爱心行动团队

和遂宁市大学生返乡志愿者联合

会承办的”暖冬行动播撒爱的阳

光，关爱射洪留守儿童”公益活动

在此举行。

在共青团射洪县委的倡议下，

爱心企业四川旭茂微、四川云制

造、四川上特科技公司分别向此次

活动捐赠 10000 元。活动现场，爱

心企业和人士还向 300 余名留守

儿 童 发 放 了 新 棉 衣 和 爱 心 礼 包

等。随后，爱心企业代表和志愿者

们还和孩子们一起观看了由射洪

县太兴乡剧组表演的《留守儿童成

长记》舞台剧，并了解留守孩子们

生活和学习情况。在活动现场的

爱心义卖和铁马浴足、义诊志愿服

务区，志愿者们为过往群众提供精

心的志愿服务，欢声笑语不断。

据悉，去年 12 月以来，共青团

射洪县委发起了“暖冬行动 播撒

爱的阳光”关爱射洪留守儿童线

上线下爱心公益活动，得到了四

川旭茂微、四川云制造、四川上特

科技公司和铁马文明·爱心行动

团队的大力支持，短短 10 余天，就

筹措到善款近 4 万元，为严冬里的

射洪 300 余名留守儿童送上了温

暖。

（唐洋 全媒体记者 何敏）

射洪“暖冬行动”

关爱 300余名留守儿童

市住建局在检查中约谈建筑工地负责人

2017 年 12 月 27 日
晚 ，按 照 市 公 安 局 统 一
部 署 ，市 公 安 局 经 开 分
局组织全局警力在辖区
内开展“百日平安会战”
集中整治。

在 当 晚 的 集 中 整 治
行 动 中 ，经 开 警 方 共 出
动警力 200 人次，各类社
会治安力量 20 人次，设
置治安卡点 6 个，清查重
点区域 5 个，清查整治出
租房屋 61 间，酒店旅馆
72 家 ，涉 枪 涉 爆 物 品 从
业单位 4 家，排查消防隐
患 12 起 ，整 改 15 起 ，交
通隐患排查 6 个，整改 6
个，捣毁吸毒窝点 3 个。

本报讯 （黄春玲 全媒体记者

郑晓燕）为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

正确认识艾滋病的良好氛围，提高

大众主动参与艾滋病防治的积极

性，市疾控中心采取多种有效措

施，全方位多角度宣传防艾知识。

在“世界艾滋病日”当天，市疾

控中心组织各相关职能部门、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NGO 组织等共 53
个单位在中央商务区进行了声势

浩大的宣传活动，通过向市民发放

宣传资料、解答艾滋病疑问、义诊

等方式传递艾滋病防治知识，营造

了全社会共同关注的氛围。据了

解，“世界艾滋病日”当天，全市共

计参与宣传 500 余人次，制作宣传

横 幅 250 余 幅 ，发 放 了 宣 传 资 料

55000 余 份 ，发 放 安 全 套 10000 余

只，雨伞、抽纸、围裙、年画、台历

等各类宣传品上万件。除此之外，

遂宁市疾控中心在市城区入住率

较高的大型楼盘或人群密布的街

道设 30 个宣传点，利用智能阅报

栏客户终端，播放艾滋病防治宣传

视频，在微信朋友圈植入艾滋病宣

传公益广告和开展艾滋病有奖知

识问答，用出租车顶灯车载广告播

放艾滋病防治宣传标语。

“现在经常可以在街头、微信

朋友圈、报纸上看到防治艾滋病的

相关知识，对健康生活习惯的养成

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市民刘

先生说，通过各种载体学习防艾知

识，对增强自我防护意识有很大作

用。

市疾控中心

全方位多角度宣传防艾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