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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中旬，带着好奇与期待，迎着和煦的

春风，碧桂园川北区域“城市更新计划”来到

遂宁，在遂宁万达广场的中心地带，设置了

一个展览区，试图让更多的人发现遂宁更新

的美，以致敬这个时代的遂宁。碧桂园川北

区域的“城市更新计划”——“遂宁文化周”

活动首站遂宁，在遂宁万达广场的一号厅展

示。这场为期 6 天，历时 72 小时的现场活动

迎来了遂宁人的咨询、了解、思考，其中最具

亮点和人气的环节就是有关遂宁的“5 大灵

魂拷问”：您了解遂宁的观音文化吗？您了

解遂宁这个城市吗？您认为遂宁这个城市

有活力吗？您认为自己过得幸福吗？如果

有更好的机会让您离开遂宁，您会离开吗？

在现场，碧桂园川北区域摆放了 5 根超

级扯眼球的透明柱子，柱子里分别塞满了蓝

色“小星球”，从远处看像是塞进了满满的蓝

色糖果，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

现场工作人员介绍，5 根柱子分别代表

着不同级别的答案，参观者可根据工作人员

提出的问题，取出对应柱子里的小球。参观

者在几轮问答结束后，可以明显地看到每根

柱子里蓝色球球的变化。如此新意有趣的

玩儿法，吸引了男女老少的参与，他们都给

出了心里最真实的答案。

关于城市的活力与发展方面，参与回答

的人相对较少，大家都持保守意见。“这是一

座小却不失内涵的城市，也是一个颜值与内

涵并存的新兴城市。未来，它还有很大的发

展空间。”现场从事企业管理工作的陈先生

解读，由此可见，遂宁人不仅了解自己生活

的城市，还热爱这片土地，享受着小小的幸

福。

“她宜商宜业宜居，像是一块海绵，不断

吸收着养分。”居住河东、感受城市变化的王

女士谈了自己对城市的了解。

“遂宁这杯‘酒’，需要细细品味，才能尝

出个中滋味。”优雅的吴先生已耄耋之年，见

证城市发展的他更有发言权。

“碧桂园的这场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

让参观者和市民都对这座城市有了更多的

思考，这是碧桂园提出的问题，直击的却是

这座城市市民的内心，每一个人的答案也许

都不一样，却是代表着城市的声音。”从事教

育工作的秦先生感慨。面对现场市民给出

如此精准又有文化内涵的答案，碧桂园川北

区域也同样希望，这座城市会因为我们的存

在而更加美好。 （姚红英）

今年我市将创新监察模式，巩固农民工欠薪治理成效

法律援助律师将进驻市城区在建工地

重塑城市记忆 这场美丽感谢有你
遂宁，这座为你等待了1660年的城市，拥有一千多年的的观音文化深入骨髓，它就是遂宁这座城市的血脉与城市“信条”。
因此，人们亲切地称它为“观音故里”，这也造就了遂宁的城市精神：友善、包容、创新、奉献。
生态宜居的小城、历史悠久的古城、面向未来的活力之都……遂宁拥有许多城市标签，那么遂宁人是怎样看待自己生活的城市的

呢？在过去一周，由碧桂园川北区域发起的“遂宁文化周”活动为遂宁人民给出了有力的答案，重塑城市新的记忆点。

农民工是一个城市迅速发展的
生力军，也是城市的奉献者，然而在
实际生活中，他们的利益却时常得不
到保障。近年来，我市紧紧围绕队伍
素质建设、社会普法宣传、优化监察
模式、强化案件查处等重点持续“发
力”，取得阶段性成效。4月 18日，记
者从市劳动监察支队了解到，2019
年，我市将再创新劳动监察模式，并
通过完善工作机制、沉积案件化解、
强化执法手段等举措，切实维护好农
民工的合法权益，使全市劳动保障监
察工作水平再上新台阶。

“2018 年，市劳动监察部门在治

理农民工欠薪问题工作中取得了阶

段性成效，今年我们将继续巩固成效

工作，打赢治欠保支攻坚战和持久

战。”该负责人表示，2019 年，我市将

继续全面落实行业、企业、地方责任

制，并围绕建设工资支付、工资清欠

两个绿色通道，加大“分账建账”“总

包直发”“按月足额实名发放”“落实

保证金制度”等工资支付力度，加大

排查化解、快查快处、联合惩戒等工

资清欠力度，实现农民工工资月清月

结；并在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切实

优化窗口受理服务、平台后台服务、

法律宣传服务的同时，继续创新监管

方式，强化劳动保障信用监管，营造

良好营商环境和市场环境。

“今年，我市将农民工工资的 4
项核心指标变成了 6 项关键核心任

务 ，这 也 是 巩 固 成 效 工 作 的 助 推

剂。”该负责人称，今年，我市将切实

抓好和落实农民工工资分账建账、总

包直发、按月足额实名实人发放、政

府项目零欠薪、实名制度管理、工资

保证金 6 项关键核心任务，确保 2019
年底我市总包直发率 95%、建立农民

工工资专用账户率 99%、按月足额实

名实人发放工资率 99%、政府投资工

程项目 100%无欠薪，确保我市治欠

保支工作取得更好成绩。

（全媒体记者 吕苗）

“农民工维权渠道拓宽了，但执法和

案件的办理却容不得半点松懈。”该负责

人称，今年，市劳动监察部门将根据各季

度用工实际，持续开展劳动用工、社会保

险、高温津贴、工资支付等专项执法检查

活动，严厉打击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在 11
月份至明年春节前，将全面开展农民工

工资支付专项整治活动。

针对存留的欠薪案件，市劳动监察

部门将联合相关部门认真分析研究，找

准欠薪根源和症结，并制定切实可行的

化解处置方案和工作措施，建立欠薪陈

积案件化解处置台账，并采取一案一策、

逐案研究、分类处理等模式，逐一明确责

任单位、包案领导和化解举措。同时，将

主动、稳妥有序地推进陈积案件的化解

处置，对于欠薪成因复杂、短期难以解

决、处置可能超越职权、民工稳控压力大

的陈积案件，将及时向当地党委政府报

告，同时抄告公安、信访、工会等部门，形

成部门联动机制。不仅如此，市劳动监察

部门还将会同相关部门，对了陈积案件的

化解处置工作进展及时跟踪，准确掌握情

况，促进陈积案件逐一核查销号，期间凡

是不能按期销号的陈积案件，将对责任单

位和欠薪企业负责人进行约谈，对弄虚作

假、瞒报谎报的，将严肃问责。

农民工大多法律意识相对较为薄

弱，面对各类欠薪问题，时常表现得不知

所措。今年，我市将在市本级在建工地

推行实施法律援助律师和社会监督员进

工地制度，增强农民工法律维权意识，拓

宽维权渠道，让更多建筑企业变得规范

和自律。

据市劳动监察支队相关负责人介

绍，推进实施法律援助律师进工地制度，

是以维护农民工工资支付和工伤保险等

权益为重点、农民工利益为基准的保障

性措施。今后，遂宁范围内的在建工地

在得到主管部门允许开工后，必须书面

通知当地司法局、人社局和总工会，由司

法局选派一名律师作为在建工地法律援

助维权律师，并在农民工工资支付及维

权公示牌上公示维权律师及咨询电话，

施工期间全程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援助服

务。同时，组织各个工地农民工代表对

所在工地进行监督，若出现欠薪问题，不

仅可以向援助律师进行法律求助或法律

咨询，也可直接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

该负责人告诉记者，法律援助律师、

社会监督员进工地制度将于近期逐步实

施，力求 2019 年 6 月底覆盖 50%，2019 年

底覆盖 80%，2020 年 1 月底覆盖市本级全

部在建工地。

拓宽农民工维权渠道 在建工地都将派法律援助律师创新

将欠薪治理工作再下沉 执法和化解工作“并驾齐驱”延伸

巩固

欠薪治理工作不松懈
让整治成效继续“发力发热”

关心关爱农民工

农民工领取被拖欠工资农民工领取被拖欠工资（（资料图资料图））

从 3 月 1 日起，市运管处在市城区开

展 了 班 线（定 制）客 运 专 项 整 治 。 昨

（21）日，记者从市运管处了解到，通过

此次整治，市城区道路客运班车经营秩

序得到进一步好转。

成效 两个点位整治效果明显

据了解，市城区班线（定制）客运经

营不规范现象已存在多年，虽然道路运

输管理部门进行了一系列整治，但措施

落实不够好，效果不明显，被群众多次投

诉。 究其根源，是因为道路运输管理部

门是根据其它相关法律法规对市城区班

线（定制）客运经营进行管理，缺乏针对

性和科学性。整治启动前，市运管处就

与各区县运管所及道路客运企业共同商

讨，制定出《市城区班线（定制）客运经

营规则》（试行），并于 3 月 1 日试行。

为了让此次专项整治不走过场，取

得良好效果，市运管处以及各道路客运

企业多次召开工作推进会，传达新规以

及整治精神。在宣传中，做到了主管部

门与公司、经营者进行多层次传达，让广

大经营者知晓新规和整治的意义。

在具体整治中，道路运输管理部门

采取了明查暗访及客运企业派人值守

“三位一体”的整治方式，确保了整治取

得良好效果。据统计，此次整治共开展

暗访暗查 10 余次，检查车辆 40 余辆。

总体来看，整治已初见成效，特别是

市城区蜀秀街口和南津桥公交站台两个

临时上下客点位效果明显，再加上企业

人员坚持现场督促，客运车辆基本做到

不占用公交站台上下客和即停即走，均

能按核定载客人数要求进行载客。

不足 三个问题亟待解决

通过整治，执法人员发现市城区班

线（定制）客运仍存在以下问题 :占用公

交站台上下客、停靠时间较长等违规情

况屡禁不止；存在不在站点上下客的情

况，主要是桃花山公交站台仍有西眉、磨

溪线路客运车辆占用公交站台候客；存

在客运车辆不进站的情况，部分车辆只

在临时点上下客，不进站排班，造成在站

内买票乘客无车可坐。

“此次阶段性的专项整治虽已结束，

但我们对市城区班线（定制）客运的管理

依然不会放松。”市运管处相关负责人介

绍，下一步，全市各道路客运企业将进一

步加强日常检查，确保整治成果持续，避

免出现反弹。同时，要求企业要坚持派

人员不定时到临时上下客点进行检查，

督促客运车辆按规则落实。 一旦发现

班线（定制）客运存在违规经营行为，市

运管处将对照省交通运输厅下发的《关

于实施道路旅客运输安全生产“六严禁”

的通知》及《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

规定》从严从重处理。

（全媒体记者 余勇君）

市城区班线（定制）客运专项整治有成效

两个临时上下客点位秩序明显好转

社会关注关注

碧桂园遂宁城市文化周现场碧桂园遂宁城市文化周现场

未按规定对进行安检
遂宁一物流公司被罚 12万元

本报讯（黄朝强 全媒体记者 何飞）近日，遂宁一物流

公司因未实行安全查验制度，未依照规定对运输、寄递物品

进行安全检查或者开封验视；且该公司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

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和培训，或者未

如实告知有关的安全生产事项，被相关部门行政处罚 12 万

元人民币。

2018 年 7 月 12 日 18 时，位于宜宾市江安县阳春工业园

区的宜宾恒达科技有限公司发生重大爆炸着火事故，造成重

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事故直接原因为化学混合（COD 去

除剂）物爆炸，COD 去除剂系宜宾恒达公司联系江西汇海科

技有限公司求购，此 COD 去除剂系通过遂宁一物流公司发

往宜宾恒达公司。

事发后，船山区运管所执法人员对该物流公司进行了

检查，经调查证实、集体研究讨论决定，该物流公司违反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第八十五条第一项规定

（未实行安全查验制度，对客户身份进行查验，或者未依照

规定对运输、寄递物品进行安全检查或者开封验视的），以

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四条第三项规定

（未按照规定对从业人员、被派遣劳动者、实习学生进行安

全生产教育和培训，或者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安全生产

事项的），给予该物流公司处罚 12 万元人民币的行政处罚。

市城区的哥的姐拾金不昧
半年归还物品 277件价值 32万余元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何飞）近年来，市城区出租车司机

做好事数量逐年递增，4 月 15 日，市运管处发布 2018 年 10 月

以来截至目前的数据：市城区出租汽车行业驾驶员及时归还

乘客遗失物品 277 件，价值总计 320800 元。

根据市城区各出租汽车企业、协会的要求，乘客遗失物

品后，如果遗失物品上有联系方式的，驾驶员需第一时间联

系失主及时归还；如联系不到失主需第一时间上交出租车公

司，由公司代为保管，等待失主招领。

如果市民不慎将物品遗失在车上，可拨打“2333119”，联
系遂宁市出租车 4G 智能终端监控平台，通过车号或发票号，

获知出租车公司联系方式，联系公司尝试找回。如果没有记

住车号，没有索要发票，更没有记住车颜色、公司，可拨打

“2333119”联系遂宁市出租车 4G 智能终端监控平台，根据上

车时间、地点，调取行车轨迹最终联系到出租车，争取尽快

联系到司机，找回遗失的物品。

市城区出租车公司失物招领电话：蓝宝石出租车公司：

0825-2645715；万里出租车公司：0825-2332477；协和出租车

公司：0825-2635839；吉达出租车公司：0825-2330328；富临出

租公司：0825-2622516；公交公司：0825-2660334；汇通出租车

公司：0825-2900158；和谐出租车公司：0825-8099899；博雅出

租车公司：0825-2623966。

盗窃共享单车
蓬溪一男子被行政处罚

本报讯（李琴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4 月 8 日上午 9 时

许，蓬溪县公安局吉祥派出所所长王潜带领民警龙寅到吉祥

镇顶合村开展“一标三实”基础信息采集工作。

在田某家时，民警发现，其家院坝一个堆放杂物的草棚

里停放了三辆类似共享单车的自行车。民警心中充满疑惑，

顶合村距离遂宁市区相隔二十多公里路，共享单车怎么会出

现在这里？王潜查看发现，三辆自行车的确是共享单车，车

上锁具均已被破坏，车身外观颜色均有被涂改的痕迹。

通过调查得知，这三辆自行车系田某于 2019 年 1 月份在

成都务工期间，分三次将三辆共享单车骑到其成都的租住房

内，然后再用面包车将三辆共享单车运回了蓬溪县吉祥镇顶

合村家中，利用工具将共享单车的锁具砸坏，并购买了油漆

涂改了共享单车车身颜色，从而达到据为己有的目的。目

前，田某已被蓬溪县公安局依法行政处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