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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遂宁卓同国际学校初中执行校长何志琼的带

领下，唐志祥一行参观了初中部教学楼、学校操场等

地，让他能在全新的环境中自由成长。

富源实验学校老师、唐志祥小学班主任邓小红向

在座的领导介绍了唐志祥在小学期间的优异表现。

她表示：“唐志祥是一名成绩优异，团结同学的人。

在学习上，认真刻苦，每次考试都能名列前茅；他有

着广泛的兴趣爱好，喜欢唱歌、跳舞、主持，每学期

都会组织班级同学参加各种歌舞比赛，是个全面的

人才。”

邓小红希望：“唐志祥在遂宁卓同国际学校能够

发挥自身优势，勇者无惧，一路前行！”

“的哥”唐超之子将就读卓同

3 月 16 日，遂宁的哥唐超勇
救落水女子，不幸遇难。英雄之
举，感动一座城。6月 13日，唐超
儿子唐志祥小升初考试结束刚一
天，遂宁卓同国际学校为其照亮
前程。

12 岁的唐志祥，怀揣着梦想
与期待，带着家人的殷切希望，来
到了遂宁卓同国际学校，进行正
式的就读签约仪式，与他同行的
还有之前就读的富源实验学校的
老师、校长。

段宇哽咽发言，对遂宁卓同国际学校、爱心企业

表示了诚挚的感谢。“虽然他没有了父亲，但多了许

多的‘家人’，我会尽力当好一个母亲的角色，教导孩

子 好 好 学 习 ，将 来 也 能 成 为 一 名 对 社 会 有 贡 献 的

人。”

不负韶华，未来可期。爱的延续，生生不息。

接下来，唐志祥将在遂宁卓同国际学校度过他难

忘的初中生活，相信在卓同这个大家庭中，他会感受

到来自老师、同学的温暖爱意，真正成为其中的一员。

（黄尧）

遂宁卓同国际学校校长聂彩喜代表校方对唐志

祥的就读表示热烈的欢迎。遂宁卓同国际学校秉承

“卓越发展·和而不同”的办学理念，中西融合、文理皆

备、专家治校、名师执教，致力于创办让学生、家长和老

师共同收获成功与幸福的高品质学校，着力打造高端教

育品牌，培育迈向未来的国际精英。聂彩喜表示：“接过

接力棒，我们责任重大，也深感意义非常。唐志祥父亲

的善心善举感动全城，为了不让唐志祥感到陌生、孤独，

我们专门为其制定了成长计划书，让他在卓同的生活、

学习都能蒸蒸日上，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学子。”

聂彩喜表示：“情义无价，爱心永存。希望唐志祥

在卓同能感到家一般的温暖。”

遂宁卓同国际学校校长聂彩喜、富源实验学校德

育副校长张四海、唐志祥及其母亲段宇进行就读签

约。即日起，唐志祥就读于遂宁卓同国际学校，整个

初中三年，学校为其免除学费、生活费、在校期间的其

他费用，让他能够卓越成长，无后顾之忧。

同时，聂彩喜为唐志祥赠送了学习资料和夏季校

服；爱心企业代表为他送上了爱心资助，鼓励他努力

学习，成为像父亲一样的大爱之人。

感恩社会 奋战新起点

告别小学 参观新校园

签约卓同 起航求学路

参观校园

签约仪式现场

赠送校服
合影留念

签约仪式

日前，经市解决企业拖欠工资问题联

席会议决定，市司法局、市人社局、市总工

会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法律援助进工地

强化农民工维权联动协作机制的通知》，要

求在全市范围内建立法律援助进工地强化

农民工维权联动协作机制，进一步强化农

民工资、工伤保险、职业安全健康等权益维

权。

在建工地法律援助全覆盖

市法律援助中心负责人介绍，此次联动

协调机制以服务农民工维权为主线，以“防

范、主动、全覆盖”为主要任务，为农民工提

供精准、便捷、优质的法律援助服务，推动实

现 2020 年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目标。并

通过建立联动协调机制，切实加强法律宣传

教育引导工作，不断提高施工单位负责人和

农民工依法维权意识，积极开展维权法律援

助，切实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通知》要求，全市范围内的在建工地，

在获得开工许可后，由行业主管部门按照属

地管理原则书面通知当地司法局、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和总工会，由司法局选派一名律

师或法律工作者作为在建工地法律援助维

权律师，并在每个在建工地设立法律援助

牌，公示维权律师或法律工作者相关信息及

咨询电话，施工期间全程为农民工提供法律

援助服务。

密切配合织密“防护网”

记者获悉，司法行政部门将采取自愿和

推荐的方式，选聘一批优秀的律师、基层法

律服务工作者组建法律援助进工地人员库，

储备专项法律服务人才。并加强入库律师、

基层法律服务人员的业务能力培训和为农

民工服务的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人社部

门负责牵头做好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相关

事宜，提供执法检查中需要律师协调的相关

法律问题线索，配合援助律师开展进工地维

权工作。总工会负责牵头职工维权相关法

制宣传，协助开展农民工法律援助，制作工

地维权公示牌。

同时，项目主管部门负责通报在建工地

开工情况，协助援助律师协调处理农民工维

权相关事宜，协助律师办案调查，提供相关

证据资料。援助律师负责在建项目的农民

工提供法律咨询，开展法治宣传和法治讲

座。对农民工在务工期间发生的欠薪、工

伤、侵权等纠纷需要仲裁或诉讼的，由行业

主管部门书面函告当地法律援助中心，由法

律援助中心按程序指派该入场律师承办该

项目法律援助案件。《通知》还明确要求各部

门要与法院、检察院等联手开展农民工维权

工作，健全规范化、制度化的工作协调配合

机制，共同研究解决农民工工资支付过程中

的问题。 （全媒体记者 杨树林）

我市组建成立公益法律服务团队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树林）近日，市

司法局在全市公职律师、援助律师和部分社

会律师中选派 36 人组建了遂宁公益法律服

务团，推进我市的依法治市进程。

据悉，公益法律服务团主要职责是为党

委政府、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重点工程、

重大项目、重要决策等提供法律咨询，出具法

律意见书；参与政府规范性文件起草、审议和

修改；接受有关单位委托调查处理具体法律

事务和代理行政复议；受市法律援助中心指

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参与社会矛盾化解，代

理涉法涉诉案件；服务民营企业健康发展；参

与法治宣传教育等。

下一步，我市将组织公益法律服务团队

开展“法律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

进寺庙、进工地”等一系列活动，同时定期组

织开展“送法下乡”“法治课堂”“法学讲座”

等公益事务，以专项活动为载体调动律师参

与公益法律服务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发挥服

务团成员的专业特长，不断推动法治遂宁建

设再上新台阶。

全市法院调研宣传工作座谈暨培
训会召开

本报讯（全 媒 体 记 者 杨树林） 6 月 18
日，全市法院调研宣传工作座谈暨培训会召

开，对今年全市法院的调研和宣传工作进行

了安排部署。并邀请了省高院宣教处、研究

室相关负责人对参会人员进行培训。

会议指出，调研宣传是法院工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做好调研宣传工作，可以为人民法

院的审判及其它各项工作创造有利的社会环

境和舆论氛围，因此必须提高认识，把握调研

宣传工作站位；要紧盯重点，提前谋划做好整

体布局；要紧紧围绕全市法院 2019 年工作要

点，明确调研宣传工作重点。针对全年目标

任务，列出切实可行的措施。狠抓质量关，推

动宣传调研工作迈上新台阶；要通过强化组

织领导、完善矩阵建设、加强工作考评、加大

业务培训和注重成果转化，进一步健全机制，

全面发力推动质量提升。

会议还组织参会人员学习了《省高院关

于构建常态化机制，提高学习调研实效的实

施意见》，宣读了全市法院 2018 年调研、宣传

工作表扬通报和表彰决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杨树林）近日，记

者从船山公安分局获悉，今年以来，该局集

中时间、力量，重点打击以入室盗窃、街面盗

窃、“两抢”、诈骗等为主的多发性侵财犯罪，

始终保持对侵财类犯罪打击高压态势。据统

计，今年以来，该局已破获各侵财类刑事案件

509 件，移送起诉 75 人，打掉侵财类犯罪团伙 9
个，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 100 余万元，实现了

治安大局“三降一升”的良好态势，进一步增

强了辖区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科学研判
深化入室盗窃集中会战

1 月 21 日，船山公安分局民警抓获犯罪

嫌疑人刘某，侦破滨海名城、南湖半岛、悦城

等小区现金、金银首饰物品被盗案 6 件；2 月

18 日、26 日，船山公安分局民警先后抓获犯

罪嫌疑人王某、陈某，侦破市城区、重庆市潼

南区等地技术开锁入室盗窃案件 10 件；4 月

2 日，船山公安分局民警抓获犯罪嫌疑人袁

某，侦破“2019.3.13”攀爬入室盗窃案 3 件。

在打击入室盗窃案件中，船山公安分局通过

科学研判，深化入室盗窃集中会战，1 至 5 月

辖区入室盗窃发案同比下降 48.4%、破案同

比上升 210%。

隐性用警
街面盗窃发案明显下降

1 月 31 日，民警抓获犯罪嫌疑人谭某

华，侦破市城区中天外滩、味品味等地改刀

撬车窗方式盗窃车内财物案 8 件；3 月 25 日，

民警抓获扒窃犯罪嫌疑人唐某云，侦破市城

区中心商业街、公交车站等地扒窃他人手机

案 5 件；5 月 7 日、14 日，民警先后抓获犯罪嫌

疑人王某、任某，侦破市城区盗窃电瓶车案

件 5 件……

据悉，船山公安分局便衣侦查队将警力

科学散布在公交站、商铺、市场、车站、商圈、

停车场等易发案场所，实行轮流巡查与蹲点

观察相结合，盗窃“两车”、扒窃发案分别下

降 24.2%、46.9%，盗窃车内财物犯罪得到显

著遏制。

重拳出击
保持打击“两抢”高压态势

记者从船山公安分局获悉，“两抢”案件

发生后，该局打击侵财犯罪专业队迅速介

入，通过“传统+信息化”工作模式进行综合分

析研判。3 月 4 日，办案民警抓获“2.28”系列

抢劫犯罪嫌疑人刘某俊，侦破深夜尾随独行女

性、持刀威胁方式抢劫受害人所穿丝袜案件 8
件；5 月 15 日，民警抓获抢劫犯罪嫌疑人赵某、

刘某勇、蒋某，侦破“2019.5.11”抢劫案；4 月 18
日，民警抓获抢夺犯罪嫌疑人杨某龙，侦破

“2019.4.9”某浴足店顾客被抢夺手机案。

与此同时，船山公安分局还紧盯不松，

严厉打击诈骗犯罪。先后破获银某勇、罗某

杰，冒用身份信息贷款诈骗案件 6 件；唐某、

张某，以能够从五粮液集团购买到低价五粮

液白酒为由，诈骗他人现金 400 余万元等案

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我市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再出实招

法律援助进工地 织密权益“防护网”

船山公安分局高压打击侵财类犯罪

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0余万元

▲追回的部分涉案财物

让大爱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