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个“擦鞋娃”上了重本线》后续报道

第一现场

随着私家车数量的快速增
长，出门找停车位成了市民最头
疼的事。更头疼的是，好不容易
找到一个停车位却还被人为摆上
障碍物“霸占”了。而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
关规定，这属于违法行为。

7 月 23 日，记者走访了市城
区多个街道，发现非机动车、锥形
桩、水泥桩等障碍物“霸占”机动
车临时停车位的现象并不少见，
不少市民对此颇有怨言。

自今年 4 月以来，全市共发生火灾 340
起，直接财产损失上百万，受灾 140 余户。

“从这一组数据看出，夏季火灾形势严

峻。为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我们一方

面强化自身训练，确保队伍能打胜仗；另一

方面，组织开展实战应急演练，夯实重点单

位和场所的消防应急能力。”据市消防救援

支队相关人员介绍，针对城市火灾最突出

的高层、地下、化工和“多合一”场所，支队

始终坚持强化火灾扑救手段和措施，增强

对重点单位、场所的重点管控，今年以来，

针对我市实际情况，全市先后组织开展高

层建筑火灾、地下建筑火灾实战演练等各

类灾害处置演练 216 起，全面提高全市消防

救援队伍灭火救援处置能力。
由于高温，夏季成为火

灾的多发、高发期，消防安
全备受关注。据统计，自
今年 4 月以来，全市共发生
火灾 340 起。为扎实做好
夏季火灾防控工作，全市
各级消防部门从强化灭火
救援训练、狠抓隐患排查
等入手，扎实开展“全员岗
位大练兵”“防风险保平安
迎大庆”等专项工作，全力
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防患于未“燃”，胜过一切救助。就全

市而言，如何切实加强夏季期间火灾防控

工作，保持全市消防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记者获悉，根据工作方案，今年 5 月至 10
月，全市各级消防部门已集中开展“防风险

保平安迎大庆”消防安全执法检查专项行

动，针对商场市场、“多合一”场所、劳动密

集型企业、公共娱乐场所、群租房、宾馆饭

店、高层建筑、养老院、施工工地以及文物

保护单位和宗教活动场所等 10 类场所，按

照“政府制定标准、单位自查自改、行业集

中排查、消防执法检查”的要求，深入开展

消防安全综合治理，全力防范化解重大安

全风险，坚决遏制群死群伤火灾事故，营造

良好的消防安全环境。

据统计，今年以来，全市各级消防部门

紧盯高层建筑、地下建筑、大空间大跨度建

筑、化工企业等高危单位，配合民政、教育、

文物等行业部门全面摸排养老机构、幼儿

园、寄宿制学校、城市标志性建筑等敏感场

所，对发现的严重隐患问题进行集中督办、

限期整改，全力遏制重特大火灾。共检查

单位 5113 家次，发现并督促整改火灾隐患

6343 处，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 3469 份，下

发行政处罚决定书 296 份，下发临时查封决

定书 46 份，责令“三停”（停止施工、停止使

用或者停产停业）41 家，无较大及以上火灾

事故发生，全市火灾形势总体稳定。

同时，全市各级消防部门还深入开展

居民住宅、文物古建筑、电动自行车消防

安 全 等 专 项 治 理 ，积 极 推 动 消 防 网 格 化

管理和微型消防站、区域联防、消防安全

社 区 建 设 等 工 作 ，有 序 推 进 独 立 式 感 烟

火灾探测报警器推广、“智慧消防”、智慧

建设等工作。

（全媒体记者 何飞）

消防救援+应急演练 全面夯实消防应急处置能力

集中排查+限期整改 今年41家单位被“三停”

遂宁一男子谎称自己手里有多套房
源，以低于市场价格出售给中介或者购
房者，进行诈骗，被识破后，又先归还部
分钱款，再找多种理由推脱。日前，市
公安局河东新区分局成功破获这一系列
的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肖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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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4个月发生 340起火灾 敲响夏季火灾防控警钟

严查严办 今年41家单位被“三停”

现象：
公共停车位中充斥各种障碍物

上午 9 时，记者在市城区小西街看到，

一个机动车临时停车位中，一辆电动三轮

车和一辆摩托车摆放在车位正中，旁边还

摆放着一个竹筐。“是哪位的电三轮，请出

来挪一下。”此时，一名司机正好寻得这个

泊位，期间多次“招呼”电三轮车主挪车，但

均无人理会，无奈之下，该车司机只能调头

重新寻找车位。

在市城区凯东路，一店铺外的机动车

临时停放点上也摆放着一辆电动三轮车，

这让不少需要停车的司机望尘莫及。而记

者在市城区米市街走访时发现，该街道占

用车位的方式更是花样百出，电动自行车、

木板凳、石墩、锥形桶……各种障碍物充斥

在白线内，霸占着公共停车位。

“车位本来就紧张，有些人还故意霸

占，简直太没素质了。”走访中，不少司机向

记者抱怨，并希望有关部门能予以治理。

商家：
店铺前停车影响生意

对于私自圈占停车位的行为，一些商

家也道出了其中原由。一家餐饮店老板告

诉记者，随着私家车数量增多，商铺门前是

否有停车位已成为商家竞争的硬件条件之

一，再加上我市对规范化停车的强化管理，

抢占公共停车位成了吸引客源的无奈选择。

“停车位本来就少，我们这行竞争又

大，若是没有停车位，客人也就不选择进来

消费了。”市城区荣兴街一家餐饮店老板告

诉记者，若要生意红火，首先要保证客人能

有停车位，除非车位充足，才会移开障碍

物，让外来车辆停放。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大多数的商家都

持这样的考虑，但也有商家表示，门前停辆

车，挡住了门面，就会影响其做生意。“我们

店门面小，遇到越野车一停，就几乎把店面

挡完了。”市城区米市街一肉铺老板无奈地

说道。其中，也有个别商家表示，自家的私

家车没有车位停，只能把门口的车位霸占，

留给自家车辆停放。

部门：
占用公共停车位属于违法行为

据了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

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公共停车位属于社会

公共资源，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以设

置障碍物等形式占据道路公共停车位，也

无权拒绝或禁止他人停放。

“针对公共停车位被侵占问题，交警部

门也经常采取行动，往往是今天刚清理了

占位物品，明天又会摆出别的东西来，很难

彻底制止。”据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

人介绍，公共停车位属于公共资源，用锥形

桶、水泥墩、自行车等工具占据公共停车位

都属违规行为。近期，市交警部门将联合

相关部门展开“清障行动”，期间将采取定

人、定岗、定责的方式全力整治，做到发现

一起清理一起，并将“清障行动”常态化。

对此，市公安交警部门呼吁广大商户、

居民共同抵制私占停车位的不文明行为，

为城市的交通安畅尽一份力量。

（全媒体记者 吕苗）

近日，遂宁市金辉保安公司董事长蒋

勋带领蒋 氏 爱 心 人 士 18 人 ，赶 到 射 洪

县，向今年以优异成绩考上重点大学的

蒋 巧 云 、蒋 玉 娇 、蒋 仕 杰 三 姐 弟 捐 款

13000 元，并设宴款待蒋家三姐弟和奶奶

汪厚芳。

今年从射洪太和中学毕业的蒋巧云、

蒋玉娇、蒋仕杰三姐弟，在异常艰辛的条

件下，刻苦学习，立志成才，高考分数均超

过重本线。三姐弟中，蒋巧云理科 620 分，

蒋玉娇理科 593 分，蒋仕杰文科 553 分，均

上重本线。

早在 13 年前，射洪县柳树镇第二中学

小学教师张萃勇，就了解到蒋氏姐弟 3 人

替擦皮鞋挣钱的奶奶排忧解难，刻苦学习

的故事。之后，张萃勇多次随射洪县铁

马·文明爱心团队去蒋家慰问看望姐弟 3
人，鼓励他们克服困难，挑战命运，不向逆

境低头，立志成才，力争考上理想的大学，

用知识改变命运。

近日，张萃勇应邀参加铁马·文明爱

心行动团队欢送蒋巧云、蒋玉娇、蒋世杰

三姐弟的红色感恩活动，并在会场上承

诺 :将一如既往支持蒋氏三姐弟完成大学

学业，为他们的求学道路扫清障碍，将爱

心进行到底。

在张萃勇的牵线搭桥下，近日，蒋勋

率领部分蒋氏爱心人士，赶到射洪县看望

蒋氏三姐弟，现场捐款 13000 元。

在现场，蒋勋代表蒋氏爱心人士将爱

心助学款发放到受助者手中，并勉励蒋巧

云、蒋玉娇、蒋仕杰三姐弟，要继续发扬自

强不息的精神，努力学习，克服困难，勇攀

科学高峰，学成归来，为党和国家做出更

大的贡献。

当 着 三 姐 弟 的 面 ，蒋 勋 还 承 诺 ：他

和蒋氏爱心人士，将继续资助三姐弟完

成 学 业 ，使 他 们 的 求 学 之 路 不 再 有 坎

坷。

（张萃勇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艾君） “‘滴

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今天有幸得到帮助，

明天我们将更努力学习奋进，积极回报社

会，将爱心延续。”近日，射洪县运管所举

行爱心帮扶公益活动，为“擦鞋娃”蒋巧

云、蒋玉娇、蒋仕杰三姐弟捐赠 3000 元助

学金并免费帮助他们读驾校。

“帮助贫困学生免费学车这个活动，

我们已经做了 4 年多了，在校大学生尤其

是贫困家庭的孩子，能多学一项技能是好

事，当他走出校门时，对他的就业和日后

的工作可以起到更好的辅助作用。”射洪

县运管所副所长李覃告诉记者，在了解到

蒋巧云、蒋玉娇、蒋仕杰三姐弟的情况后，

射洪县运管所决定为三姐弟提供免费学

车的机会，以便他们将来能更好地适应社

会、服务社会。4 年来，射洪县运管所联合

县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行业协会，已经为 37

名贫困大学生，减免 11.1 万元的学车费，

帮助他们赢得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7 月 22 日早上近

9 点钟，正处上班高峰期，市城区下穿隧道内发生暖

心一幕，市消防支队特勤中队在前往处置一起火灾

途中，遇道路拥堵，但在闻得消防警笛声后，两条行

车道上的车辆纷纷主动向两边停靠，快速让出一条

“快速通道”，供消防车辆通行，消防队员因此得以

及时赶到现场处置火灾。7 月 23 日，新华社、人民

日报新闻客户端也对该新闻进行了关注，为大爱之

城——遂宁点赞。

“上午 8 时 53 分，119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老

城区一处居民住宅发生火灾，市消防支队特勤中队

随即出动消防人员和消防车赶赴现场。”据市消防

支队相关负责人介绍，在前往救援途中，消防车途

径观音湖隧道，因正是上班高峰期，沿途车辆较多，

道路出现拥堵。不过，在消防警笛响起后，沿途车

辆纷纷向两边停靠，在中间留出了一条车道，消防

车顺利前往火灾现场。该负责人介绍说，因为沿途

车辆纷纷让行，消防救援人员才及时赶到现场，及

时扑灭了火灾，排除险情！

朋友介绍“低价房”
他买了快两年都没住上

“我只知道肖某之前是帮忙贷款的，认识也有两

年了，没想到他会骗人。”说起被骗的事情，受害人

张先生很是愤怒。

据张先生介绍，前几年，家里就张罗着买房，但

由于积蓄不够，事情便一拖再拖。2017 年底，张先

生的朋友肖某偶然得知肖先生准备买房的事情后，

便满口应承下来，称在金海国际有一套约 130 平方

米的房子由于房主还不起贷款正准备低价出售，肖

某正和几个银行的行长商量着一起买下来。

“130 多平方米，只要 54 万，价格比市场价低。”

张先生说，开始时，他还有点怀疑，但在肖某带他看

了房后，特别是肖某出具了房主委托书、房产证后，

他就对肖某深信不疑，先支付了 10 万元的订金，随

后又陆陆续续支付了 50 余万元的尾款及过户手续

费等一系列费用。

过不了户、房东还没签字、房东还没找到地方不

愿搬家……可交了钱后，张先生却没有拿到房，肖

某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2019 年，眼见自己买的房

屋没着落，张先生便找到肖某让其退钱，但在退还

了大约 27 万余元后，肖某就再也没钱还了。

朋友涉嫌诈骗落网
3名市民被骗上当

就在张先生等着肖某还钱时，肖某却突然被河

东公安分局民警抓了。原来，除了张先生外，还有

一位李先生也被肖某骗了。李先生称，肖某将欧洲

新城的一套房屋“卖”给了他，在他支付了 10 万元的

订金和委托肖某办理 50 万元的贷款后，却迟迟没拿

到房屋，在多次催问无果的情况下，肖某答应退钱

并赔偿 3 万元的损失，但在退还了 6 万元后，肖某却

无力还钱了，迫不得已，他才报警求助。

“接到报警后，我们立即立案调查，发现除了张

先生、李先生外，肖某还以同样的理由，骗取了一房

产中介工作人员近 9 万元钱财后，也归还了一部

分。”办案民警介绍说，通过调查，办案民警发现，肖

某出售的房屋，根本就和他没有任何关系，房屋钥

匙是他从房屋中介那借来的，房主的卖房委托书和

房产证都是伪造的。也就是说，肖某一直在骗人！

在掌握了大量的证据之后，办案民警立即对肖某实

施了抓捕。

“经过我们初步核实，卖房诈骗的案子目前确定

的就这 3 起，具体案件还在进一步侦办中。”办案民

警介绍说，仅房屋买卖诈骗这块，涉案金额便高达

40 万元。

那么，肖某到底是什么人呢？又如何诈骗到钱

财的呢？据办案民警介绍，肖某就是个“串串”，什

么挣钱就做什么，这次也是因为囊中羞涩，才出此

下策，哪曾想谎言越多越难圆，最终，把自己也匡了

进去。

目前，因涉嫌诈骗，肖某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

捕，等待肖某的，也将是法律的制裁。

（全媒体记者 贺建平）

社会 万象

暖！
消防出警遇高峰社会车辆纷纷让行

中央媒体为大爱遂宁点赞

骗！
手里有房屋可低价出售？

遂宁一男子诈骗多名朋友40余万元

怕影响生意“霸占”公共停车位
交警部门：占用公共停车位属违法 近期展开专项治理

爱心人士捐款13000元

助“擦皮鞋”三姐弟圆大学梦

射洪县运管所开展爱心帮扶公益活动

三个“擦鞋娃”免费读驾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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