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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推进禁毒人民战争 举报电话：110 86696262 月 15 日 19 时 30 分许，区交警大队接

到区公安分局指挥中心指令，称在拦江镇

至水井乡道路 9 号桥位置，一行人被车辆撞

伤，肇事车主驾车逃逸。

接警后，大队值班民警火速赶往现场，

被撞行人阳某某因伤势严重，生命垂危，已

被送往市中心医院重症监护室（伤者于 2 月

18 日上午死亡），事故现场仅留有伤者血迹

和一辆手推车，再无其它有价值的物证。

大队迅速启动交通肇事逃逸应急预案，

成立了“2.15”专案小组，由区交警大队和拦

江派出所共同牵头，协力开展案件侦破工

作。专案小组将民警分为两组，一组负责

现场勘查和走访，另一组前往监控中心调

取路段监控。由于事发路段系乡村道路，

监控点位少，清晰度低，在调阅了大量监控

后，仍无进展，一度给监控组民警带来了巨

大困难。勘查走访组民警通过多次现场复

勘，在离中心现场 100 多米的草丛里找到了

一块红色铁皮，疑似三轮车工具箱盖子，且

有新鲜断痕。该铁皮发现地点距离中心现

场过远，是否系肇事车辆留下不得而知，现

场组民警不愿放过任何一条线索，再次针

对这一铁皮开展现场走访工作。经再次走

访发现，该铁皮原本在中心现场，被一小朋

友捡起来玩耍，离开现场后，随手丢在路边

的草丛里。这一情况的发现，为案件侦破

指明了方向。

监控组民警立即将视线转移到过往三

轮车上，通过时间、轨迹的推算，在查看了

大量监控视频后，最终将肇事车辆锁定在

一辆带蓬布的正三轮摩托车上。2 月 18 日

20 时，办案民警通过公安交管平台查询到

车主信息，立即驱车赶往肇事车辆登记地

址，将正准备对车辆解体的犯罪嫌疑人蒋

某某抓获。

经审查，犯罪嫌疑人蒋某某于 2019年 2月

15日 19时 30分许，驾驶三轮载货摩托车由拦

江镇行驶至水井乡 9号桥位置时，与行人阳某

某相撞，致使阳某某受伤抢救无效死亡，因害

怕被追究法律责任，选择了驾车逃逸。在一系

列证据面前，犯罪嫌疑人蒋某某对肇事逃逸致

人死亡的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经过办案民警缜密侦查，连续作战 72
小时，成功破获了该起肇事逃逸致人死亡

案件。目前犯罪嫌疑人蒋某某已被依法刑

事拘留，该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之中。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区交警大队连续奋战72小时
破获一起交通肇事逃逸案

区司法局召开 2018年工作总结
暨 2019年工作部署会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2 月 21 日，区司

法局召开了 2018 年工作总结暨 2019 年工作部署会，

全体机关干部参加。

会议认真总结了 2018 年全区司法行政工作成

绩与不足，2018 年，区司法局紧紧围绕区委区政府

中心工作，扎实工作，开拓进取，全面完成了各项目

标任务并取得了一系列优异成绩，为安居区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障。会议对 2018
年安居区司法局涌现出的一批先进集体、先进个人

进行了表彰。会议还对 2019 年党风廉政建设工作

作了安排部署，全局干警现场层层签订了党风廉政

建设责任书。

会议传达了全市政法工作会议等相关会议精神

并对该局 2019 年司法行政工作作了安排部署：一

是坚持政治引领，提高政治站位；二是树立危机意

识，维护社会稳定；三是突出工作重点，创新工作

职能；四是严格遵章守纪，守住廉政底线；五是坚

持党建先行，强化组织建设；六是强化舆论导向，

树立标杆榜样。要求全局干部狠抓各项工作的落

实，全力推进安居司法行政事业再上新台阶。

近日，外出务工人员剧

增 ，迎 来 了 节 后 办 证 、处 理

违法的业务高峰，区交警大

队车管所、违法处理窗口人

头 攒 动 ，为 方 便 办 事 群 众 ，

该 大 队 通 过 多 项 有 效 措 施

提高办事效率，优化服务质

量，进一步提高了群众满意

度，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

一致好评。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摄

近日，安居区纪委监委通报了一批扶贫

领域违规违纪典型案例，用“极少数”警示

教育“大多数”，把纪律教育融入党员干部

生活，开启了新年“普纪”教育第一课。

用好“活教材”力促知敬畏
“极少数”警示教育“大多数”

深入开展警示教育的前提，是坚决落实

党中央要求，保持惩治腐败高压态势。1 月

31 日—2 月 1 日，区纪委监委分别在凤凰街

道办事处、安居镇、东禅镇开展扶贫领域违

纪违法案对照反思会，通报剖析了东禅镇

劳保办原主任补维军、安居镇石佛社区原

支部书记蒋太义等干部的违纪违法案件，

都是近期查处的“极少数”，且都是参会人

员的“身边人”。

“我的行为，给我一生追求的红色抹了

黑，我对不起党的培养……”2 月 1 日，在东

禅镇召开的扶贫领域违纪违法案件对照反

思会上，该镇劳动保障办公室原主任补维

军懊悔不已。

“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震撼力。”东禅镇

脱贫办干部王成辅表示，“‘身边人’的问题

如此触目惊心，发人深思。补维军案件既

是镜子，也是尺子，我会在今后的工作中认

真汲取教训，时刻坚守底线、不碰红线、不

触高压线。”

“此次对照反思会警示我们要用好手中

的权利，管好身边的人，任何事情和工作必

须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基础，不能贪污受贿、

徇私舞弊，这也是对自己的家庭、对自己的

事业负责。”东禅镇经济发展办干部向宁说

道，在今后的工作中，一定要将纪律、规矩

摆在前面，不辜负党和人民群众的信任。

用身边事警示教育身边人，是近年来安

居区纪委监委开展警示教育的一个鲜明特

色。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身边活

生生的案例才是最好的警示，才能给干部

带来心灵上的警醒和震撼。只有筑牢了干

部的廉洁防线，才能不断强化干部‘不想

腐’的意识。”

警示教育探索新模式
做好审查调查“后半篇文章”

“把握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一

定要改变过去那种处理违纪党员‘羞羞答

答’‘照顾情面’‘撕不破面纱’的状况，让每

一个案例都成为抓早抓小、动辄则咎的鲜活

教材。”为更好地堵塞漏洞，充分利用身边

案教育身边人，区纪委监委在进一步严肃

处分决定公开宣布工作纪律的基础上，将

发案原因剖析、处理依据、整改要求和对策

建议等融入处分决定公开宣布的过程，每

执行一案，均由专人将处分决定连同发案

原因、监察建议等材料，分别向受处分人所

在单位领导班子、所在基层组织及受处分

人本人通报。通过这种方式把过去简单宣

读处分决定，升级为“摆违纪事实+说处理

依据+提整改建议”的警示教育套餐，受众

也从过去仅限于受处分人所在单位的党委

班子成员扩大到所在单位的全体人员。此

外，与会人员还要进行现场讨论反思，列出问

题“清单”，制定整改意见。

2018 年以来，区纪委监委注重查案治腐

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根据不同对象，分层次、

分行业、分领域开展警示教育活动，探索更有

针对性、更鲜活的警示教育途径，通过开展对

照反思会、庭审旁听、“大喇叭”教学等形式，

违纪违法人员现身说法，党员干部身临其境，

使警示教育更加入脑入心，审查调查的“后半

篇文章”越做越实。截至目前，已召开对照反

思会 6 场次，开展庭审旁听警示教育活动 6
场次，录制“大喇叭”教学 9 期，取得了良

好的教育效果。 （全媒体记者 余坤洋）

安居区纪委监委利用典型案例开展纪律教育

以身边事为身边人敲响警钟

凤凰街道办召开 2018年工作总结暨
2019年工作部署大会

为实现开门红起好步开好局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1 月 22 日，凤凰街

道办召开 2018 年工作总结暨 2019 年工作部署大会，

重整行装再出发，为实现新年开门红起好步、打好

底、开好局。

2018 年，凤凰街道办围绕年初“治理‘谐’街、特

色‘强’街、幸福‘满’街、绿色‘宜’街、文化‘繁’街”

的工作目标，弘扬敢于创新的凤凰精神，营造了辖

区欣欣向荣、和谐发展的大好局面。城乡面貌更加

美丽，发展动力更加强劲。创新社区管理，坚持科

学发展，奋力“扫黑除恶”，社会大局更加和谐。

2019 年，凤凰街道办将继续加大路网建设，培

育优势产业，办好民生实事，加强社会治理，坚决打

好“三大攻坚战”，奋力推进重点工程建设，加大安

置房安置力度，旗帜鲜明讲政治、团结协作聚合力，

奋力创造 2019 年工作佳绩。

为表扬先进，树立典型，会上还对为凤凰街道

作出卓越贡献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代表进行了

颁奖。

安居小学聘请名师开展岗前培训

引领教师向更高更强迈进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黄焱） 2 月 22 日上午，安

居小学开展 2019 年上期教师职前培训，以促进教师

整体素质提升，高效实现学校阶段规划与发展愿

景。

本次培训聘请了遂州外国语小学长期在一线教

学的语文、数学专家名师，重点就两个学科在如何

进行单元整合教学上给三个学校 200 多名一线教师

传经送宝、释疑解惑。

据悉，安居小学将在倾力打造 4 个名师工作室

的基础上，经常性地邀请省市知名专家名师到校

开展阶段培训，不断充实壮大学校名师队伍，推动

学校课堂教学的探索研究，引领教师向更高更强

迈进。

区残联免费为
14名听力残疾人验配助听器

2 月 19 日，安居区残联开展量体裁衣式服务活动，免费

为符合条件的 14 名听力残疾人验配助听器。

在医学验配点，测试人员根据听力残疾人的听力情况

进行一对一调试，并耐心讲解助听器的使用方法与保养方

法，确保每台助听器达到最佳使用效果。经过佩戴、调试

后，这些听力障碍者“告别”无声世界。

“希望通过验配助听器，帮助听力残疾人回归社会，让

他们可以和家人朋友无障碍交流。”据介绍，在今后的工作

中区残联会继续听取残疾人心声，把对残疾人的关心和服

务送到他们身边。图为测试人员为听力残疾人进行调试。

全媒体记者 王遂

区交警大队

采取多项措施
应对节后业务高峰

遗失声明
●兹有遂宁富临运业有限公司车牌为川

J51008 客车的经营许可证（证号：510000000082）
因保管不慎遗失，特声明作废。

●遂宁市安居区工商行政管理局西眉工商

所因保管不慎，将中国农业银行遂宁市遂州支

行 西 眉 营 业 所 开 户 许 可 证 遗 失 ，核 准 号 ：

Z6620000028903，声明作废。

区交警大队狠抓客运车辆管控

确保辖区道路交通安全
本报讯（全媒体记者 王超）为进一步加强辖

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有效预防和遏制重特大

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日前，区公安交警大队积极

采取有力措施，切实加强辖区客运车辆安全管理工

作，筑牢道路交通事故防线。

据悉，区交警大队成立专项行动小组，协调指

挥、督导工作，结合当前辖区交通管理实际及以往

开展专项整治工作中的经验，制定严密的整治行动

方案，完善工作措施，强化队伍管理，细化责任分

工，进一步完善应急处置预案，提高客运车辆等重

点车辆道路交通事故的应急处置能力，做到快速反

应、迅速处置。同时，要求全体民、辅警充分认识到

开展重点车辆管控工作的重要性和严峻性，克服麻

痹思想和松懈情绪，继续发挥不怕苦、不拍累、不怕

寒的作战精神，全力以赴确保辖区道路交通安全、

畅通、有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