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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白天到晚上多云间晴局部阵雨。
最高温度35℃，最低温度23℃。

天气
预报

出租汽车、非法客运车辆违法行为曝光栏（第二十期）

攀枝花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案发时间

2019年5月22日

2019年5月17日

2019年4月19日

2019年5月29日

2019年5月18日

2019年5月24日

2019年5月14日

2019年5月14日

2019年6月3日

2019年6月18日

结案时间

2019年5月29日

2019年5月29日

2019年5月30日

2019年5月30日

2019年5月31日

2019年5月31日

2019年5月31日

2019年7月1日

2019年6月14日

2019年6月20日

案由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议价案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未经乘客同意搭载其他乘客案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拒载案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不按照规定使用计程计价设备案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未经乘客同意搭载其他乘客案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不按照规定使用计程计价设备案

巡游出租汽车驾驶员不按照规定使用计程计价设备案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公共汽车客运经营案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公共汽车客运经营案

未经许可擅自从事公共汽车客运经营案

当事人

彭*

陈*刚

林*

梁*纭

冯*华

李*

陈*

张*

张*林

周*喜

车牌号

川DT1781

川DT0638

川DT1946

川DT2696

川DT2185

川DT2699

川DT1377

川DBB708

川WGL905

川D66C18

处理情况

罚款1000元

罚款200元

罚款1000元

罚款200元

罚款200元

罚款200元

罚款200元

罚款4000元

扣押车辆12天 罚款10000元

扣押车辆3天 罚款10000元

备注

攀枝花市天驹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运亨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天驹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新发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天驹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方舟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攀枝花市万利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西区稳步推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创建

七个强化助力创建 满足公众文化需求

本报讯（邓启美 记者 吴晓龙）
为进一步保障广大群众文化基本权益，
满足公众文化需求，提升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今年以来，西区从组织领导、设
施建设、教育培训、主题引领等 7 个方
面稳步推进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创建工作。
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制

定了《攀枝花市西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示范区实施方案》，成立了以
区长为组长，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和
分管副区长为副组长，涵盖全区 31 个
责任单位的领导小组，并将创建责任细
化、分解到各责任单位，明确了工作内
容及完成时间。

强化设施建设，提升服务效能。目
前，西区已建成覆盖城乡、结构合理、功
能健全的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
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拥有区级文化馆、
图书馆各1个，镇（街道）综合文化服务
站7个，32个社区书屋、10个农家书屋
和文体休闲健身广场 93 个；各书屋藏
书均达1700册，配有书架、桌椅等阅览
设施，书籍种类涉及政治、经济、法律、
传统文化、现代文艺、家庭生活等多个
种类，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服务供给能
力，为广大群众提供了良好的阅读环境
和阅读素材。

强化制度建设，提升工作效率。为
稳步推进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示范区各项工作，加强创建过程管理力
度，提升工作效率，西区制定下发了《攀
枝花市西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示范区重要事项议事规程》《攀枝花
市西区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
范区年度考核方案》《攀枝花市西区创
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宣传
工作方案》《攀枝花市西区创建国家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专项资金管理
办法》等文件。

强化自身认识，明确创建方向。区
创建办于2018年底、2019年初，组织全
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站点开展情况摸
底，统计了辖区人口数、年服务人次、
藏书数量、广场数量、文化场所数量和
活动开展情况等信息。2019 年 4 月，
对各创建点设施设备、标识标牌、氛围
营造等情况进行实地调研，摸清了家
底，找出了自身不足，明确了创建工作
的方向。

强化教育培训，提升业务能力。
2019年以来，西区召开培训会5次，对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
法》进行了详细解读；对西区的公共文

化服务示范区创建工作提出总体要求；
对创建指标进行了详细解读；对示范区
创建基础知识进行了阐述。通过培训，
提升了工作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工作能
力，为西区创建工作奠定了基础。

强化主题引领，提炼特色亮点。以
“党建引领 文化同行”为主题，以“爱
心储蓄银行文化行”“同心联盟”等为元
素，深度挖掘“党建文化”与公共文化服
务相融合之处，整合社企共建、创意空
间、农民夜校、三色学堂等项目，打造亮
点，提炼特色。

强化总分馆打造，提供优质服务。
以区文化馆、图书馆分别作为两馆的总
馆，以格里坪镇文化站、清香坪街道文
化站、玉泉街道文化站、河门口街道南
街社区综合文化服务中心作为文化馆
分馆，以格里坪镇文化站图书室、玉泉
街道文化站图书室、摩梭河街道文化站
图书室、清香坪街道文化站图书室、河
门口街道南街社区书屋作为图书馆分
馆。分馆建设将由区总馆统一授牌后，
按照要求建立长效工作联系、支持帮扶
机制，并为辖区居民提供优质服务。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新时代 新作为 新篇章

● 强化组织领导，压实工作责任

● 强化设施建设，提升服务效能

● 强化制度建设，提升工作效率

● 强化自身认识，明确创建方向

● 强化教育培训，提升业务能力

● 强化主题引领，提炼特色亮点

● 强化总分馆打造，提供优质服务

七个强化
核心阅读

（上接1版）推进制造资源、数据等集
成共享，发展智能制造和服务型制
造。二要优化发展环境。推进登
记注册便利化，放宽新兴行业企业
名称登记限制，简化平台企业分支
机构设立手续。指导督促有关地
方评估旅游民宿等领域政策落实
情况，优化准入条件、审批流程和
服务。完善平台企业用工、灵活就
业人员相关政策。加强政府部门
与平台数据共享，今年建成全国统
一的电子证照共享系统和电子发
票公共服务平台。鼓励金融机构
为平台经济发展提供支持。三要
按 照 包 容 审 慎 要 求 ，创 新 监 管 方
式，探索适应新业态特点、有利于
公 平 竞 争 的 公 正 监 管 办 法 ，推 进

“互联网+监管”。强化信用约束，科
学合理界定平台主体责任，依法惩处
网络欺诈、假冒伪劣、不正当竞争、泄
露和滥用用户信息等行为。

会议指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
署，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是完善
产权保护制度的重要内容，有利于优
化营商环境、促进科技创新、深化国际

合作。近年来，各地区和有关部门完
善法规政策体系，加大行政执法和司
法保护力度，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
积极成效。下一步，一要持续加强知
识产权执法，一视同仁保护各类市场
主体合法权益。加快制定完善专利、
商标、版权侵权假冒判断、检验鉴定
等相关标准。突出重点强化整治，
深化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违法行为专
项行动，重罚严惩各类侵权违法行
为。推动知识产权快速协同保护。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合作，便利
企业海外获权维权。二要积极推进
专利法、著作权法修改进程，推进商
标法新一轮全面修改和专利法实施
细则、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修订，大
幅提高违法成本。三要继续提升知
识产权审查质量和效率。加快专利
审查、商标注册智能化系统建设，确保
年底前实现将高价值专利审查周期压
至17.5个月、商标注册平均审查周期
压至 5 个月以内的目标，同时提高知
识产权授权注册质量，促进增加高价
值和核心领域专利。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警方15年锲而不舍擒疑犯，侦技结合促团圆

攀枝花成功破获一部督拐卖儿童案
□宋文卿 王小娟 本报记者 晏洁

日前,随着3名拐卖儿童犯罪嫌疑
人从凉山、安徽、福建等地被押送回攀
枝花，一件15年前的拐案告破，成功找
回被拐者，抓获犯罪嫌疑人4名。

市民再报7年前拐案，公
安部确定为部督案件

2011年3月，市公安局“打拐办”接
陈某报案称，其4岁的儿子秦鹏于2004
年 3 月在东区九附二公交公司附近失
踪，至今下落不明。市公安局领导高度
重视，组建专案组开展案件侦查工作。
专案组民警采集了失踪儿童秦鹏父母
秦某、陈某DNA信息，并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未比中结果。
调取案件材料、梳理摸排线索未找到有
价值线索，但民警锲而不舍，始终未放
弃对该案的侦查。2011年4月，此案被
公安部确定为部督案件。

警方突接线索举报，案
件侦破再陷僵局

2018 年 10 月，市公安局刑侦支队
接线索举报称，2名凉山籍男子多年前
曾将一名攀枝花男童贩卖至福建泉州
市安溪县。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迅速开

展线索核查，并派专案组民警前往四川
凉山、福建安溪等地开展调查工作。调
查结果是：从时间、被拐儿童年龄等方
面显示，举报线索与“2004年秦鹏被拐
案”高度吻合。

核查结果上报至市公安局，副市
长、市公安局局长敬登峰参加专案会，
要求“专案侦办，找回被拐儿童，打尽涉
拐嫌疑人”。专案组对举报线索中的拐
卖儿童犯罪嫌疑人胡某某、余某某进行
身份核查，确定胡某某现正在四川广元
监狱服刑后，立即前往广元对其进行审
查，但胡某某拒不承认曾拐卖过“秦
鹏”，案件侦破再次陷入僵局。

技术比中峰回路转，调
整思路柳岸花明

2019年2月，全国公安机关查找拐
卖/失踪儿童DNA信息系统比中信息反
馈，福建安溪籍人詹孜力与市公安局录
入的秦某、陈某某盲比比中，认定三人为
生物学遗传关系，确定詹孜力即为14年
前被拐儿童“秦鹏”。通过联系安溪警方
得知，詹孜力已长期不在福建安溪居住。

为尽快找到被拐者“秦鹏”(现名詹
孜力)，查清案件事实，专案组决定调整
侦查思路：先找到“秦鹏”。通过分析研
判得知詹孜力经常出现在云南境内，专

案组民警立即辗转云南昆明、昭通、临
仓、大理等地，开展为期一个多月的调
查、核查工作，并对詹孜力的活动轨迹
及关系网进行梳理、分析、研判，最终确
定詹孜力正在缅北一带活动。

联系缅甸警方，全力查
找被拐者

由于詹孜力在缅甸境内，无法跨境
将其带回。在云南边境警方协助下，专
案组民警联系缅甸警方协助查找詹孜
力。2019年4月底，詹孜力从缅甸回到
云南，民警掌握其在大理一酒店住宿
后，立即前往大理，但赶到时詹孜力已
退房离开。

专案组民警仍未放弃，确定专人时
时分析掌握詹孜力及关系人活动轨迹、
及时动态。通过运用大数据、云搜等系
统分析研判，5 月 13 日，民警获取詹孜
力将于当天下午 4 时在云南昆明长水
机场乘坐飞机的信息，立即赶赴昆明，
终于在飞机起飞前找到詹孜力。

巧做养父母工作，犯罪
嫌疑人浮出水面

“秦鹏”虽已成功找到，但在侦查员
心里，此案还远远未结束。为了找出当
年拐卖“秦鹏”的犯罪嫌疑人，并将其抓

获归案，专案组民警通过联系“秦鹏”的
养父母，以法律知识宣传教育等方式做
其思想工作。经过不懈努力，其养父母
提供了当年拐卖“秦鹏”的犯罪嫌疑人
信息，民警通过进一步侦查、核实、循线
深挖，确定了拐卖“秦鹏”的犯罪嫌疑人
胡某某等3人。

千里奔袭集中收网，陈
年积案终告破

掌握 3 名犯罪嫌疑人分别位于四
川凉山、福建安溪、安徽合肥等不同地
区后，经过周密部署，专案组民警决定
开展撒网集中抓捕行动。6月初，民警
分 3 组千里奔袭，顺利抓获犯罪嫌疑
人，14年的拐案积案终告破。

6月19日，中央电视台《等着我》栏
目专题采访了这起案件，被拐者“秦鹏”
与家人在节目上终于相见团聚。

攀枝花公安一直秉承“不管多少年
的积案，定要追查到底；不管条件多艰
难，一定要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不管
机会多渺茫，一定要让失散亲人再团
圆”的信念，成功找回 15 年前被拐者，
将犯罪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受到公安
部刑侦局副局长陈士渠的赞誉：攀枝花
公安机关成功侦破此案，并将犯罪嫌疑
人抓获归案值得表扬。

天星湖已具备
蓄水条件

7月15日11时，花城新区天星湖园林景观工程环
湖路上，100余名施工人员正在绿化土方精平施工。

记者在攀枝花市天星湖园林景观工程项目部
经理刘钊先的带领下，历时30分钟，围绕2280米长
的环湖路徒步一圈看到，蓝天白云下，绿油油的草
坪，3000余株高大的高山榕、大王棕、小叶蓉、海枣、
火焰木等植物构成了一幅美丽的自然景观。“目前，
我们已经进入绿化、园路、建筑幕墙、设备安装等阶
段工作，7月内还将栽种2000余株各类植物，天星湖
园林景观工程已具备蓄水条件。”刘钊先介绍说。

据了解，天星湖园林景观工程总投资3.64亿元，
主要为公共园林绿地，总规划用地面积19.5840公
顷，其中水面面积 42619.04 平方米，陆地面积
153220.96平方米。截至目前，天星湖园林景观工程
项目总平安装工程、配套建筑主体已全面完工。

（李婷玉 本报记者 吴晓龙 摄）

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本报讯（记者 周琴）7月17日，
记者从市应急管理局获悉，为强力推
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防范
遏制重特大生产安全事故，充分发挥
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在安全监管中的

“尖刀”和“拳头”作用，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按
照省上统一部署，结合攀枝花实际，我
市从 6 月至 10 月底开展“2019 保平
安”应急监管执法专项行动。

为保障本次执法专项行动落到实
处，市应急管理局成立专项行动指挥
部，抽调全市业务骨干和应急专家库
专家组成3个执法检查组。执法按照
异地交叉执法、专业对口原则，以审计
式执法方法，对执法企业名录库中市
属以上和县区(园区)重点企业按照不
少于15%的比例开展集中抽查执法，
各检查组检查企业数不少于执法企业
名录库的 50%。重点检查企业主要
负责人履行职责合法性、安全生产基
本法定条件符合性、重大生产安全事
故隐患排查治理等的合法性，详查安
全生产管理资料，深入粉尘防爆、危险

化学品储存等重点部位逐项检查，并
严格按规定下达现场处理措施决定书
和责令限期改正指令书。同时，市应
急管理局还将开展两轮专项执法行
动，检查的企业类型为非煤矿山、尾矿
库、涉及重点监管工艺和重大危险源
的化工企业、近三年发生过死亡事故
的工矿商贸企业、工贸行业中规模以
上部分危险性较大企业(如液氨制冷、
粉尘涉爆企业等)。

本次专项行动实行统一指挥与行
动，即统一编组、统一检查重点、统一
检查标准、统一时间、统一安排专家，
做到有案必查、违法必究。对涉嫌应
当立案查处的违法行为，按照法定程
序依法实施行政处罚，对严重违法违
规行为通过媒体曝光，达到检查一
家、规范一家、处罚一家、警示一片的
效果。同时，执法人员还将积极向企
业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指导企业
整改安全隐患，着力提升企业主要负
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安全意
识，督促企业切实履行好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

本报讯（谢诗雨 记者 王南桢）
7月17日，记者从市就业局获悉，自四
川省第二届“天府杯”创业大赛攀枝花
赛区报名工作启动以来，全市创业者
广泛关注并踊跃参与，截至 7 月 12
日，我市报名确认创业者（团队）210
家，比第一届增加85.9%。

据了解，为确保大赛顺利举办，我
市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采取有力措
施推进攀枝花赛区各项工作，营造更
加浓厚的创业氛围。各县（区）、各级
就业服务平台与纸质传媒、网络平台
等媒体合作，将人社部门创业帮扶政
策打包推介给创业者，现已在《攀枝花
日报》、市广播电视台及新媒体发布公
告，接受咨询2000余人次；通过成立
大赛工作组和建立参赛微信群的方
式，组织创业者参赛，实时解决参赛者

在报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指导填报
参赛材料，进一步激发了参赛者的比
赛热情，目前全市已针对项目开展辅
导总计120余人次。为确保报名审核
质量，市就业局组织工作人员对参赛
者提交的参赛资料进行认真审核并提
出修改意见及建议，指导创业者补充、
完善相关参赛资料，提高报名审核通
过率，充分展现参赛项目优势，提高参
赛项目水平，全市共开展项目巡诊、指
导50余次。通过一系列活动，全市积
极营造关心支持创新创业的良好氛
围，发掘创业成功典型，不断扩大赛事
影响力。

我市210家创业团队将参加第二届“天府杯”创业大赛

市公安局直属分局交警大队

面对面谈心增强队伍凝聚力
本报讯(张中书 报道)为进一步

增强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整肃警
风，严明警纪，近日，市公安局直属分
局交警大队组织全体民警辅警开展谈
心谈话活动。

在谈心过程中，民警逐个对自己
在岗位上的工作情况和个人困难进
行了讲述，并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做了汇报。大队班子成员分别做
了问题疏导、答疑解惑、勉励鼓劲，
使每一个人解开心结、释放压力，
同时希望今后工作中，民警能互相
团结帮助，让自己在工作岗位上释
放激情和能量。

该大队负责人要求民警提高认
识，高度重视谈心谈话活动，增强大局
观念，增强工作责任心，自觉遵守政治

纪律、工作纪律。加强学习，认真学习
法律法规。加强业务，一方面要严格
抓好辖区交通秩序管理和事故防控等
工作，集中精力开展好系列专项行动；
另一方面要不断抓好窗口服务，热情
真诚为群众服好务，助力交管工作上
新台阶。加强监管，大队领导干部要
加强民警日常工作监督管理，定期或
不定期开展谈心谈话活动，掌握民警
思想工作动态。

通过开展此次谈心谈话活动，
大队领导对民警的思想、工作及家
庭等方面的情况进行了全面了解
和掌握，收集到民警对大队工作的
建议和意见，为大队扎实有效地开
展交管业务工作打下了良好的政
治思想基础。

我市开展“2019保平安”应急监管执法专项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