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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证”公示较为规范
仍有房物未全部公示现象

当日上午 9 时，市城管执法局联合执法

督查组来到了河东新区德水中路锦绣源著

售房部。“请问你们的‘五证’是否进行了公

示？”在督查人员的询问下，该售房部工作人

员迅速将督查人员带到了大厅内的一处证

件公示牌旁。“我们所有证件齐全，均得到有

关部门的许可。”顺着该工作人员所指方向，

记者看到，在证件公示栏中展示有该楼盘的

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筑工程施工许可

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商品房预售许可

证及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经过现场督查人

员认真核实，该售楼部证件齐全，并且真实

有效。

随后，督查人员在对该售楼部检查中发

现，该售楼部未将商品房预售许可范围内的

房物全部进行公示，同时商品房也未实行

“一房一价一标”。据现场一名督查人员介

绍，如果售房信息不公示，购房者就无法了

解到该楼盘商品房的实际价格、房源等信

息，这也为房地产乱象埋下了“伏笔”。

而同样的情况还出现在了河东新区河

东院子等售楼部，为此督查人员均提出了相

关要求，并督促其尽快整改。

在建工地总体情况较好
细节问题仍落实不到位

在此次明查暗访中，督查组除了对售房

部进行了暗访，还对部分在建工地进行了实

地巡查。

在河东新区锦绣源著项目工地，督查组

在 巡 查 中 发 现 ，该 在 建 工 地 总 体 情 况 较

好。但该项目部的监理人员履职较差，部分

人员请假也未履行请假手续，同时工地扬尘

防控工作也未完全到位，物料、裸土未全部

覆盖，工地的喷淋、雾炮机等降尘设备也未

正常开启使用。“既然工地施工有标准，就要

按照标准来严格执行，作为开发商和施工

方，必须要树立规范施工意识，从而促进整

个建筑行业的健康发展。”面对督查人员提

出的要求，该开发商表示，将立即进行整改

和规范，确保施工安全有序进行。

当日，督查组还对河东新区金域央墅等

在建工地进行了走访，发现各在建工地总体

情况较好，但仍存在细节落实不到位的问

题。为此，督查组均对各个在建工地提出了

整改要求，并将组织专人进行定期回访，确

保问题整改到位。

“乘胜追击”把好源头
严控新的违法行为发生

“从此次明查暗访情况来看，房地产领域

乱象已经得到有效遏制，各类违规违法行为正

逐步减少。”据市城管执法局局长赵全江介绍，

市城管执法局将“乘胜追击”，继续结合《遂宁

市市城区商品房预售管理办法（试行）》和《遂

宁市市城区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督管理暂行办

法》，以“消化存量，严控增量”为工作目标，采

取在建项目档案化监督执法模式，加强日常巡

查和专项检查，强化对在建项目的监督执法，

严控新的违法行为发生；针对房地产项目违规

施工、违规销售等违法行为，将严格执法，从严

查处，提高违法成本，形成高压态势。

同时，市城管执法局规划监察执法大队

也将进一步完善《岗位责任制和考核办法》，

加大对在建项目的排查力度，并坚持执行回

访制度，从源头把关，严控违法建设。同时

多角度、多层面大力宣传涉及城市规划方面

的法律法规，不断增强社会各界参与和维护

城市规划的自觉性。 （全媒体记者 吕苗）

为有效开展房地产

领域乱象治理专项行

动，确保房地产市场健

康有序发展，6月 10日，

市城管执法局联合执法

督查组对河东新区部分

售楼部及建筑工地进行

明查暗访。

市城管执法局明查暗访房地产领域乱象

违法违规得到管控细节问题仍待落实

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售楼部证照办理情况

遂宁新闻网：http://www.snxw.com责编：李志 编辑：田丽丹 组版：杨洋 2019年6月11日 星期二社会·民生04

本报讯（唐纪平 全 媒 体 记 者 贺建平）日

前，市经信局接到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遂宁

分院投诉，称遂宁机场航飞中在大英境内上空

地空通信某频率受到疑似“黑广播”信号干扰，

请求协调排查。

市经信局接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无线

电监测技术骨干奔赴大英县城、卓筒井镇、仓山

镇等区域，重点对严重影响遂宁机场甚高频地

空通信地段的疑似“黑广播”信号进行拉网式侦

测排查。

“从接到投诉后，我们连续四天一直在外，

驱车行程 400 余公里，翻山越岭，上山爬坡，利

用无线电监测技术设备，完成了对大英县城、卓

筒井镇、仓山镇三个地域内的高点搜索和侦

测。”据市经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侦测过程

中，技术人员并未发现民航甚高频地空通信频

率的干扰信号。

随后，市经信局又与遂宁机场进行了联系。

据遂宁机场通报，今年 4月以来，在大英县城、卓

筒井镇、仓山镇区域（高度 1800-2100 米）频繁遭

受疑似“黑广播”造成的无线电干扰（高度在 1500
米以下未发现干扰）。同时，在广汉市川主庙至

广汉机场区域（高度 1500米-1800米）也出现疑似

“黑广播”造成的无线电干扰。市无线电监测站

通过技术分析与研判，怀疑是周边地区的高山

“黑广播”影响，遂主动联络德阳市、成都市无线

电监测站，寻求他们予以监测信息共享和技术

支持。

经三地无线电监测站持续的共同努力，近

日，成都市无线电管理机构在大邑山区监测发

现并成功取缔了一个频率为 97.2MHZ 的高山

“黑广播”。由于高山“黑广播”发射功率超过

1000 瓦，又属“三无产品”，质量根本不过关，其

频率杂散落在了航空通信频率上，对百公里外

的遂宁机场和广汉机场两地飞行地空通信造成

了严重干扰。

“黑广播”取缔后，市经信局与遂宁机场负

责人进行了核实，发现飞行中“黑广播”干扰信

号没再出现，至此，此次“黑广播”对遂宁机场

飞行训练和飞行安全造成的影响成功消除。

“黑广播”影响机场通信
市经信局积极行动排患

河东开展消防安全大检查
一学校被责令整改

本报讯（王利刚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6 月

4 日，河东消防大队联合辖区多部门开展消防

安全大检查行动。检查过程中，河东某学校因

消防主机显示多处故障被责令立即整改。

检查当天，执法人员首先来到芙思特超市，

实地查看了超市消防责任落实情况和消防安全

“三提示”工作落实情况。检查了超市各项安全

巡查工作的台账记录，实地查看消防通道、安全

出口是否保持畅通、消防水源是否充足、应急照

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完好有效。并现场测试

了防火卷帘门是否正常运行、室内消火栓是否

联动正常，随机抽查了超市员工对组织人员疏

散和基本灭火技能的掌握情况。检查发现，该

超市的消防安全情况总体比较良好，超市员工

对消防知识和基本灭火技能也比较熟练。

随后，执法人员又来到某学校，仔细查看了

学校室内装修装饰材料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

求，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消防水源是

否充足，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完好有

效，以及控制室值班人员是否持证上岗等情况。

检查发现，该学校的消防主机显示多处故障、个

别手动火灾报警器未正常运行。对此，执法人

员当场下发《责令限期整改通知书》，要求学校

立即整改，尽快排除故障，确保学校消防安全。

老人失足坠入联盟河
公安消防联手救援

本报讯（姚迪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6 月 10
日上午 9 时 20 分许，河东新区与仁里镇交界处

的仁和桥段发生惊险一幕：一名太婆坠入联盟

河中，情况万分紧急。险情发生后，市公安局河

东新区分局灵泉派出所、市消防支队特勤中队

先后赶赴现场进行救援，最终，老人被成功救上

岸并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我们大概是 9 点 20 分接到的报警。”灵泉

派出所出警民警赵诚告诉记者，当民警赶到现

场时，看见一名太婆漂浮在深水与浅水之间。

根据现场情况，赵诚立即和同事下河救人。

“老人在水中不断喊疼，腿受伤了。”赵诚

说，考虑到老人年事已高，稍有不慎便容易造成

二次伤害，在将老人慢慢转移到岸边后，民警便

继续等待增援。

与此同时，市消防支队特勤中队的消防员

也赶到了现场，根据现场情况，中队立即派出两

名救援人员与民警一起将老人置于干燥一点的

石头上躺下并进行安抚，同时再派两名救援人

员找来担架。很快，救援人员与现场民警用担

架合力将老人抬至桥上。9 时 45 分，医护人员

到达现场，检查老人身体情况，并将老人抬上救

护车送往医院接受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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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责任分工
力争圆满完成新改建目标

民生实事实施以来，我市明确了责任分

工，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按照辖

区负责制，组织编制本辖区厕所专项规划，

落实“厕所革命”工作任务；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组织做好新建厕所规划选址和办理用

地手续等工作；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负责监督

指导旅游景区、景点等所属厕所新建、改建

工作；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监督指导加油

站所属厕所新建、改建工作；市交通运输局

负责监督指导长途客运站、收费站、水路客

运码头及地方公路沿线养护站、服务区等所

属厕所新建、改建。

市环卫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民生实事实

施以来，我市还积极推进单位厕所开放共

享，各县（区）政府、市直园区管委会组织辖

区范围内的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服务业

窗口、医院、商场等非涉密单位，力争将其厕

所面向社会免费开放，在显著位置设置公共

厕所标志。

该负责人还表示，市推进“厕所革命”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人员定期和不定期

督查，对工作不力、推进缓慢的单位进行通

报批评，对连续两次通报的单位进行追责问

责。

建立工作机制
户厕新（改）建任务强力推进

民生实事实施以来，市、县（区）均建立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和农

村人居环境整治推进办公室，统筹推进以农

村“厕所革命”为重点的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市委、市政府先后 5 次召开全市综合性

会议，对农村“厕所革命”作专门动员部署；

先后出台了 11 个指导性文件，对农村“厕所

革命”作重点安排。同时，我市统一设置了

《农村户厕改造档案表》，对今年 28.67 万户

实行“建档立卡、一户一策、逐级验收、逐月

销号”的台帐式管理。

“为确保民生实事顺利推进，打赢农村

人居环境整治攻坚战，我市建立了月‘六个

一’工作推进机制”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我市每月召开一次现场推进会，5
个县（区）和 3 个市直园区，轮流展示不同的

户厕新（改）建模式，检验各地“厕所革命”进

度和成效，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每月召开一

次联席会议，总结当月工作推进情况、集中

研究有关事项、统筹谋划下阶段工作；每月

至少印发一期工作简报，及时通报中、省、市

重大决策、重要事项和重点工作，宣传推广

各地开展“厕所革命”新成效、新举措、新模

式；每月开展一次暗访督查，由市委绩效办

牵头，组织农业、住建、生态环境、卫健、财政

等部门组成 5 个督查组，按照不发通知、不

打招呼、不听汇报、不让陪同、直奔现场、直

面问题的“四不两直”方式，重点针对“厕所

革命”落实情况开展暗访督导；每月进行一

次考核排位，制定了《遂宁市农村人居环境

整治工作考核办法》，五大重点工作分值 70
分，其中“厕所革命”占 20 分，要求每个月 20
日前，各地将当月工作开展情况自查报告和

相关佐证资料统一报送市推进办，25 日前市

推进办组织各牵头单位进行资料会审，30 日

前进行抽查核实，量化计分，按从高到低拉

通排位、全市通报；每月开展一次效能监察，

市委、市政府将市农业农村局乡村治理科纳

入 2019 年市级 24 个重要岗位效能监察对象

之一，市效能办组织市效能监察专员和新闻

媒体，每月至少开展一次动态暗访活动，重

点监察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厕所革命推进情

况，同时开通“码上监督”系统，向全社会开

放，作为年度目标考核重要依据。

（全媒体记者 侯跃）

我市“厕所革命”有大举措
新（改）建公共厕所 121座、农村户厕 286700户

作为我市推进乡村振兴“五大行动”之一，“厕所革命”被着重标注，新（改）建公共厕所和农村户厕

确定为民生实事。

今年，全市正在推进的 30件民生实事中，“新（改）建公共厕所 121座、农村户厕 286700户”是我市推

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五大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各相关部门成立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能职

责，确定攻坚重点，列出强力措施，确保乡村振兴第一仗打赢打好。

30件民生实事聚焦 2019年

女子漆某抓住老年人

希望老有所依、老有所养的

心理，以卖养老保险为名将

罪恶的“黑手”伸向了身边

熟悉的老年人。 2017 年 7
月至 2017年 9月期间，她先

后四次以卖平安保险养老

保险为由骗取被害人王某

琼、吴某学、漆某伦夫妇、

吴 某 共 计 人 民 币 88000
元。近日，大英县人民法院

审理认为，漆某的行为已经

构成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并处罚金 15000元。

女子设下养老保险骗局
找身边熟人下手

漆某长期无业，为牟取钱财，她虚构自

己是平安公司职员，正在销售一款养老保

险，只要缴纳 16000 元，就可以每个月领取

800 元，并且每月领取金额还可能上涨。期

间，漆某将自己编造的谎言告诉了她的外婆

王某芳，并让王某芳到王某琼家去“推销保

险”。

“漆某是我的侄女。”据王某琼回忆说，

2017 年 7 月下旬，王某芳告诉她和她老伴

儿，漆某在卖一种养老保险，在政府手里购

买需要 38000 元，因为漆某有个嬢嬢在社保

局上班，有关系，只要 16000 元就可以购买，

并且每月可以领取 800 元左右。她觉得买了

这款保险，今后就能减轻子女负担，就和老

伴儿商议决定购买。

“几天后就将钱上交到公司，之后再将

票据补上。下月起，就可以领钱。”据王某琼

回忆，当时漆某这样给她说。“2017 年 9 月、

10 月和 2018 年 3 月，我的银行卡确实分别收

到了 1100 元、800 元、1000 元。”王某琼说。

“此后就再也未领到钱了。”王某琼说，

想到自己购买保险后，保险公司没有出示票

据和合同，她便找漆某要钱。面对王某琼的

追问，漆某一直无法解释，这时，王某琼才发

现自己上当受骗了。

骗取老年人 8.8万元
获三年有期徒刑

经审理查明，漆某因长期无业，无经济

收入，便产生了骗取钱财之念。2017 年 7 月

至 2017 年 9 月期间，她先后四次以卖平安保

险养老保险为由分别骗取被害人王某琼、吴

某学、漆某伦夫妇、吴某共计人民币 88000
元。

为防止其诈骗事实被揭穿，她先后以保

险返款名义返还人民币 24600 元。其中，返

还王某琼 3400 元，吴某学 7000 元，漆某伦夫

妇 10900 元，吴某 3300 元。

大英县人民法院认为，漆某的行为已经

构成诈骗罪，且诈骗老年人财物，可以酌定

从重处罚。鉴于其到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愿意接受处罚，对其可以从轻处

罚。最终，法院判处漆某有期徒刑三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 15000 元。

（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

女子以“卖养老保险”为名骗取多名老年人钱财

构成诈骗罪 被判有期徒刑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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