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8月14日下午，由四
川省体育局主办的2019年四川省
青少年武术套路（A类）锦标赛在峨
眉山市落下帷幕。我市代表队取
得优异成绩，斩获奖牌24枚，其中
金牌14枚、银牌7枚、铜牌3枚，囊
括自选类项目60%的金牌，奖牌数
和金牌数均居全省第一。

据了解，本次比赛时间为 8 月
12 日至 14 日。在为期 3 天的比赛
中，来自成都、自贡、攀枝花、乐山、
内江、达州、绵阳、眉山等市州的46
支代表队938名武术套路运动员齐
聚峨眉中信国安体育馆，切磋武
艺、以武会友。本次四川省青少年
武术套路（A类）锦标赛共设传统拳
术、传统器械、自选长（短）器械、自
选拳术等108个项目。

渠县树德文武学校 26 名运动
员组成的达州代表队在此次比赛
中大放异彩，不仅夺得多项大奖，
且荣获2019年四川省青少年武术
套路（A类）锦标赛“体育道德风尚
运动队”荣誉称号，为达州市争得
了荣誉。目前，（B 类)锦标赛正如
火如荼进行中，期待他们满载归
来。

（本报记者 田乙斯）

四川省青少年武术套路（A类）锦标赛落幕

达州代表队获14金7银3铜

颁奖现场颁奖现场

参赛队伍参赛队伍

本报讯 8 月 15 日，
由四川省体育局主办的

“中国体育彩票杯”2019年
四川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

（女子 07/08 年龄组）落下
帷幕。经过10天的激烈对
战，达州队 07 年龄组获得
第二名，08 年龄组获得第
六名。此外，罗宁被评为
07 年龄组“优秀教练员”，
杨颜嘉获得 07 年龄组“最
佳守门员”称号。

8月6日，“中国体育彩
票杯”2019 年四川省青少
年足球锦标赛（女子07/08
年龄组）在遂宁射洪开幕。
此次比赛共有来自我省的
22支代表队、500余名运动
员、教练员参赛。07 年龄

段29场比赛，08年龄段42
场比赛，共计71场比赛，从
6日起，比赛持续到15日。

据谭亚军教练介绍，市
业余体校女子足球队代表
达州参加此次比赛，07年龄
组经过小组赛、交叉赛，闯
入决赛，在6连胜之后，以一
球之差遗憾输给绵阳队，获
得亚军。球场上，杨颜嘉判
断准确，身手敏捷，多次力
挽狂澜守住球门。谭亚军
表示，这已经不是杨颜嘉第
一次获得“最佳守门员”称
号了，从杨颜嘉的赛场表现
和训练状态看，她是一个很
好的苗子，未来应该可以走
上更大的赛场。

（本报记者 杨蕙菱）

达州女子足球队
获省青少年足球锦标赛第二名

本报讯 近日，记者从
市文体和旅游局获悉，为提
高游泳运动员竞技水平，给
广大市民提供安全、美观的
健身环境，我市正加快推进
达州市体育中心室外游泳
池改建成室内标准恒温游
泳馆。目前，改建中的室内
标准恒温游泳馆主体工程
正在加快推进中。

改建后室内标准恒温
游泳馆的标准为50米长、
10 泳道，观众席 1504 个，
总建筑面积 6636.9 平方
米 ，其 中 地 上 建 筑 面 积
4653.5 平方米，地下建筑
面积（负一层设备用房）
1983.4 平方米，建筑高度
22.635米。项目估算总投
资6100万元，计划建设工
期24个月，建成后可承接
国内游泳单项比赛。

（本报记者 魏华）

市体育中心室外游泳池改建为室内恒温游泳馆

效果图效果图

达州市司法局主办
达州市司法局官方网站：http://www.dzssf.gov.cn
达州市司法局新浪官方微博：http://weibo.com/dzssfj

法 治 经 纬

践行群众路线 深化“法律七进”
推进依法治市 建设法治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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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从严处罚、清退非法营运
车辆、撤销从业资格、违法信息抄告保险
机构并推送给征信管理机构。从即日
起，我市运管部门将对主城区非法营运
行为开展集中整治，并将实施史无前例
的联合惩戒措施，让违法人员付出懊悔
万分的违法成本。

据了解，此次整治行为持续时间长，
市运管处和通川区、达川区运管所将抽

调执法人员分别组成巡查整治组，采取
日常巡查、街面打击、集中整治、突击检
查与受理群众举报等方式，重点打击在
主城区从事非法营运的社会车辆，并严
厉整治线下违法揽客的网约车。

整治期间，对查实的非法营运行为
一律从严处罚。对进入合法网约车平台
注册，但未按规定办理网约车道路运输
证和驾驶员证的车辆，发现其违法沿街

揽客一律按非法营运予以处罚，对合法
网约车线下揽客的行为将依法依规从重
处罚。同时，执法人员一旦查实非法营
运车辆已在达州市许可的网约车平台注
册，将责令网约车平台按许可承诺立即
进行清退，并撤销非法营运人员具有的
道路运输从业资格，3年内不得重新申领
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

针对违法人员的处理，更狠的惩处措

施是，运管部门会将查处的非法营运车辆
及违法人员信息，抄告给达州银保监分局
和市保险行业协会，建议保险机构谨慎理
保理赔。另外，运管部门对查处的非法营
运行为还要公开公示，拟将违法人员信息
推送到“信用中国（四川）网”和银行个人
征信管理机构，关联到违法人员的个人信
用，努力实施联合惩戒。

（本报记者 胡健）

本报讯 据市住房公积金
管理中心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我市住房公
积金归集总额达到200.52亿元，
突破200亿元大关。

据了解，我市自 1997 年 12
月开始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
2013年4月底，归集总额才突破
50亿元。2016年1月31日突破
100 亿元。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
又突破200亿大关。

截至2019年7月底，我市共
向 41616 户 职 工 发 放 贷 款
108.29 亿元，回收贷款 25.90 亿
元；个贷率为 87.02%；建立住房
公积金制度的单位达到 3947

个，缴存人数达20.71万人；归集
总 额 200.52 亿 元 ，提 取 总 额
105.84 亿元，归集余额为 94.68
亿元。这标志着我市住房公积
金制度建设上了一个新台阶，将
更加充分地发挥住房公积金制
度在解决职工购房资金不足、改
善职工居住条件方面的互助保
障作用。

（肖舒 廖梅 蒲正杰）

住房公积金 之窗

客服热线：0818—12329

本报讯 8月16日，备受市
民关注的达城“面霸案”在通川区
人民法院公开宣判。被告人杨某
某等 3 人因犯强迫交易罪，均分
别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杨某
某、刘某某、田某为控制达州市
面制品市场，假借成立协会之
名，采取威胁方式禁止面坊将面
条卖给协会其他会员的客户，对
于“违规”者进行事后处罚，采取
威胁手段强迫交易，禁止自由竞
争，严重侵犯了商品交易市场秩
序，其行为均构成强迫交易罪，
应依法处罚。

法院宣判：被告人杨某某犯
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

元；原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三年，决定执行有期徒刑
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元。
被告人刘某某犯强迫交易罪，判
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金人民
币一万五千元；撤销原因犯故意
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
刑二年的缓刑部分，决定执行有
期徒刑三年十个月，并处罚金人
民币一万五千元。被告人田某犯
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十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撤销原因犯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的缓刑部
分，决定执行有期徒刑三年六个
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郭娅男 本 报 记 者
赵曼琦 实习记者 王瑞悦）

强迫交易 达城三“面霸”入刑

“李组长，这张凭证有问题，
集中供养的五保户又领取低保
金，并且作了敬老院的收入账，
可能是该院院民违反规定重复
享受惠民政策。”前不久，在大竹
县委第九轮巡察中，县委第六巡
察组人员在翻阅该县某镇敬老
院财务资料时，发现蹊跷，并立
即向领导汇报。

为弄清楚事实真相，巡察组
立即对原敬老院有关负责人秦
某进行谈话，秦某对答如流，并
写了一份问题说明，这几个人是
在进入五保供养前领取的低保，
与政策并未冲突。“这几个人进
入五保供养前的低保金属于个
人所得为什么归敬老院所有，会
不会是敬老院侵占群众个人利
益？”巡察人员再次推论，对秦某
进行了第二次谈话，其仍然写下
说明，坚称五保户死后遗产充
公，符合政策。“六个低保户在进
入五保供养后，一年内集体死

亡，是巧合还是另有隐情？”巡察
人员暗自思忖。在仔细查看相
关台账后，发现几人的情况与秦
某所述大相径庭，尤其是五保与
低保的退出时间不符。

五保政策比低保政策更实
惠，为什么这几个人要先退出五
保，再退出低保？此时，一个更
大胆的猜测在巡察人员的脑海
里闪现，“之前的推论全错了，会
不会他们在退出五保的时候早
已死亡，而敬老院一直在虚报冒
领？”为了印证猜想，巡察组迅速
将人员分成三个小组，分别到派
出所、敬老院、银行调查取证。

通过各方沟通协作，经过反
复演绎推导，最后形成了严密的
逻辑事实结论。在证据面前，秦
某无可狡辩，长达十多年的违规
事实终于浮于水面。目前，该问
题线索已立案 1 件，党纪政纪处
分6人，移送司法机关3人。
□黄丽丽 特约记者 王晓林

一张凭证撂倒六名干部

“我想把智能电卡的户主改
成我自己的名字，要不然会影响
门市出租缴费，不晓得复杂不复
杂？”近日，市民张大姐拿着已故
丈夫杨某的身份证，来到国网达
州供电公司土主供电所营业厅
办理智能电卡户主变更手续。

“用户名更改与否不影响电
卡的使用，您只需要去村委会或
者镇政府开具一张死亡证明以
及提供结婚证、本人身份证原件
及复印件就可以了。”见张大姐
声音哽咽，张旭一边安抚张大姐
的情绪，一边耐心解释道。

“那我先充值两百块在电卡
里面，门市租户还要安装空调
呢。”张大姐说。

“查了您的信息，居民单相
户表检定有效期为 8 年，使用刚
好到期需要轮换，我们供电所免
费为您更换智能电表以及电卡，
马上派人为您安装。”

“我还不知道怎么用电卡
呢。这么快，一晃就 8 年了。”大
姐喃喃自语道，一脸哀伤，原来，
之前的缴费一直是由她已去世
的丈夫在办。

这时，另外一名营业厅人
员张仙走到前台，手把手指导
张大姐充费。新卡充费要先插

卡到电表上，完成首单充费。
之后就可以直接在手机微信、
支付宝等 APP 上完成客户端缴
费 。 如 果 实 在 不 会 用 手 机 缴
费，也可以在营业厅旁边的自
助缴费机上插卡按步骤完成现
金交易。

“没想到你们的态度这么
好，我一直以为不好操作呢！”张
大姐愁眉逐渐舒展开来，不停地
表达感谢。“客气了，这都是我们
应该做的，有不明白的可以直接
到营业厅咨询。”张仙笑送了张
大姐。

正是国网达州供电公司土
主供电所细致入微、“你用电我
用心”的服务态度，让缴费更加
方便快捷，越来越多的用户选择
网上充值。现在，营业厅大门

“门可罗雀”，平时多办理一些业
扩报装（新装、变更等）业务。

友情提示：城市居民碰到类
似情况进行用电户主变更，需提
供伴侣死亡证明及本人身份证
原件、复印件，如房产证有居民
本人的名字，需另提供房产证；
若没有，需另提供结婚证。农村
房产普遍没有房产证，所以只需
另提供结婚证。

□侯晓东

国网达州供电公司土主供电所：

细致入微 为顾客贴心服务

联合惩戒非法营运

达城拟将违法人员信息推送征信管理机构

2018年5月1日是小强（化名）和女
朋友小翠（化名）结婚的大喜日子，小强的
父母满心欢喜地请来亲朋好友和城里的
歌舞队，杀猪宰羊，大办宴席，准备迎娶新
娘小翠。不料，迎亲的队伍来到小翠家
后，小翠家却不让小强迎亲。双方从早晨
8点一直僵持到下午两点，最后，只有小强
一人带着迎亲队伍垂头丧气地回家……

天价彩礼成阻碍
迎亲不成生纠纷

原来，小强在半年前通过媒人朱大
娘介绍认识了小翠，两人经过短暂的接
触，在两家人的协商后定下了婚约。随
即，小强给了小翠 9 万元现金作为订婚
彩礼。订婚后，在达州某火锅店做服务
员的小翠要求小强家里以小强和小翠双
方共同名义在达州市城区购买婚房。可
是小强家中经济困难，且小强母亲患有
风湿性心脏病，常年需要住院治疗，花费

昂贵的治疗费。小强的父母为给小强办
婚事已经四处借债，再也拿不出钱来买
房。为此，小翠家便一直与小强家闹矛
盾。娶亲那天，小翠父母突然索要15万
彩礼，否则就不答应这门婚事，小强一时
拿不出那么多彩礼钱，只好带着迎亲队伍
失望而归。回到家后，小强思来想去，实
在吞不下这口气，于是便多次跑到小翠家
吵闹，并要求归还彩礼钱，小翠也外出打
工避而不见，一时间，两家闹得不可开交。

法律顾问伸援手
法院判决返彩礼

万般无奈之下，小强找到村里的法律
顾问求助。该村法律顾问王律师在了解
了大概案情后，首先对小强作了心理疏
导，以免小强由于情绪激动出现过激行
为。其次，鉴于小强家的特殊困难情况，
王律师代小强向万源市法律援助中心申

请了法律援助，并接受指派担任了小强的
代理人。王律师通过走访当地干部群众
及找到媒人朱大娘调查收集了相关证据，
撰写法律文书起诉至人民法院给小强讨
要说法。人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通过媒
人朱大娘的证人证言、当事人的陈诉、小
强与小翠的微信聊天记录等证据，认定了
小翠收取小强9万元彩礼的事实，并判决
被告小翠以及小翠父母于判决生效之日
起五日内退还小强彩礼款9万元。

援助律师提醒：

近年来，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高价彩
礼、奢华办婚、相互攀比、以婚谋财等风
气愈演愈烈，因婚致贫、因婚返贫现象时
有发生且愈发严重，索要高价彩礼已经
成为阻碍脱贫攻坚进程的突出社会问
题，影响着家庭和谐和社会稳定。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十条规定：

“当事人请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
的，如果查明属于以下情形，人民法院应
当予以支持：（一）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
手续的；（二）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
确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并导致
给付人生活困难的。适用前款第（二）、
（三）项的规定，应当以双方离婚为条
件。”我们要倡导真心相爱，拒绝高价彩
礼。别让天价彩礼成为幸福的拦路石。

□施法闻

嫌9万彩礼不够 迎亲当日女方再索15万
结亲不成拒退彩礼 法援助力男方讨回

达州住房公积金归集总额突破200亿
公积金贷款突破10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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