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饲养宠物的人越来越多，在
选择和购买宠物过程中，遇到宠物店
的“坑人套路”，该怎么办？

新买小猫发病致死
店家拒绝赔偿损失

2021年2月，小吴在中心城区某
宠物店花费数千元购买了一只宠物
猫。满心期待的小吴正在想象“一人
一猫”的幸福生活时，谁知才到家两天
的小猫就开始出现口吐白沫、流鼻涕
等症状。小吴赶忙带小猫去宠物医院
就诊，经诊断，小猫患有严重肺炎，随
后，救治无效死亡。

小吴找到宠物店老板潘某，要求
潘某赔偿相关费用，但潘某却坚持小
猫离店时十分健康，可能是由于小吴
喂食不当，导致小猫食物中毒。

小吴多次与潘某协商，但潘某坚
决不承认自己应当负责。无奈之下，
小吴一纸诉状将潘某告上了法庭。

出售病猫构成欺诈
法院判决3倍赔偿

法院审理认为：小猫领走后第二
天就开始发病，第四天便因肺炎死亡，
根据相关医疗常识及小猫的解剖报告

合理判断，肺炎是导致小猫死亡的主
要原因，并非因小吴看护不当导致。
潘某隐瞒了小猫患有肺炎，并将其出
售给小吴。潘某作为经营者，将患有
疾病的宠物猫出售给小吴，应认定构
成对消费者的欺诈，相关买卖合同可
以撤销。

因此，法院判决宠物店向原告小
吴赔偿 3 倍货款、治疗费、尸体处理
费、解剖费等费用共计两万余元。

法官提醒：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

护法》第五十五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
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
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
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
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法律
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闫军

购买宠物中套路 依法维权获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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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日扫阴霾，利剑护民安。今年6月以来，按照全国公安机关统一部署，达州公安闻
令而动、因情施策，借助推进达州市域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现代化之势，深化实施“全域警
务”工作新机制，紧扣“打、防、管、治、宣”，迅速凝聚全警雷霆之力，利剑出鞘，打击突出违
法犯罪、挤压其滋生空间，攻坚化解各类安全隐患，全面织密“防控网”、拧紧“安全阀”、点
亮“平安灯”，迅速掀起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新高潮。

“百日行动”开展以来，全市违法犯罪警情、刑事案件立案数、交通事故数与去年同期
相比分别下降19.6%、35.8%和38.46%，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安全触手可及、平安就
在身边。

弘扬法治精神 传播法治思想 推动法治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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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点定位聚合力
市县整体联动

达州市公安局按照“全市上
下一盘棋”要求，将“百日行动”上
升为党政工程，第一时间建立优
化组织体系、协同体系、督导体
系，高起点、高标准统筹启动推进

“百日行动”，形成“党政领导、公
安牵头、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公
众参与”的整体联动工作格局与
强大工作合力。

平安达州建设暨市域社会治
理现代化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
发了《全市夏季社会治安打击整
治 “ 六 联 清 查 行 动 ” 实 施 方
案》，推进落实“抓市域促县
域、抓基层 强基础、抓警种精
专业、抓联动强治理”为要求的

“全域警务”机制，市县两级公
安系统成立工作专班，实体化运
行，精兵强警尽锐出战，有力有序
推进“百日行动”。

与此同时，不断深化“135 分
钟”快速反应机制，做到“白天见

警察、街面见警车、晚上见警灯”；
坚决巡好“线”、织密“圈”，持续深
化社会治安防控“六联”机制，形
成了环县、环市、环川过滤圈。公
安民警、武警和群防群治力量坚
守岗位、履职尽责，最大限度将各
类“危险源”查堵在外围、消除在
远端。截至目前，全市各卡点、检
查站共检查车辆8.9万台次、人员
22.8万人次。

精准施策强战力
打出震慑声威

达州市公安局以“打”为主、
高压震慑，以“查”为要、精准
治患，以“防”为先、密网控
局，一体推进“打、查、防”，
合成新的战斗力，实现了大案破
得快、小案破得多，积极回应人
民群众关切期盼。

渠县公安局坚持专班推进、
专项攻坚、专业打击，常态化开展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侦办寻衅滋
事、聚众斗殴等九类涉恶案件 7

起，迅速侦破涉案金额超245万元
的特大电信网络诈骗案。行动以
来，渠县公安共侦破各类刑事案
件 63 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87 人，
实现刑事发案、刑事破案“一降一
升”。

7月13日晚，全市夏季社会治
安打击整治“六联清查行动”启
动，各县（市、区）同步开展行动。
当晚，全市共出动公安、武警和群
防群治力量4200余人次，抓获现
行违法犯罪人员157人，破获并查
处了一批治安案件，迅速掀起了

“百日行动”严打、严管、严防、严
查、严治的新一轮强大声势。

高质推进提效力
成效战果显著

达州市公安局以实现警务要
素、内容、方式、主体全域化为总
体目标，优化“全域警务”机制
运行，全力做好“就地解决”

“动态管控”“借力蓄势”三篇文
章，加快推进整体防控体系不断

提升，实现了违法犯罪警情、刑
事案件立案数、交通事故起数同
比下降。

大竹县公安局牢牢依靠群
众、回应社会关切，在行动中打掉
隐匿在县城洗浴场所的 2 个违法
窝点；大竹公安交警围绕“人、车、
路、企”等交管要素，扎实开展道
路运输安全系列专项整治，全县
交通事故数与上月环比降幅达
25%。

通过“百日行动”，达州公安
全力排查纠纷通“堵点”，清零风
险扫“盲点”，治重化积除“痛点”，
以“治”为基，做好“就地解决”；严
管 隐 患“ 点 ”、风 险“ 路 ”、高 危

“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安保
工作，以“管”为本，做好“动态管
控”；紧扣“百日行动”部署要求和
节点性工作，坚持以网上网下同
步、传统现代并用的方式形成法
治宣传闭环，“百日行动”各项工
作稳步有序推进，全市政治社会
大局持续稳定。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闫军

用“平安指数”提升群众“幸福指数”
——达州“百日行动”利剑出鞘护民安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通讯员 吴霞
魏祯）近日，万源市人民法院举行颁
奖仪式，为5位“荣誉天平纪念章”获
得者颁奖。

“荣誉天平纪念章”是最高人民
法院为鼓励法院工作人员长期献身
人民司法事业，增强职业尊荣感、使
命感、责任感，积极为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建设作出贡献而特别设立
的，并以最高人民法院名义颁发的

荣誉奖章。
万源市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

刘剑波为老同志们颁发了“荣誉天平纪
念章”，并致以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
谢，希望他们继续奋斗、再创佳绩，做好

“传帮带”。
“荣誉天平纪念章”获得者纷纷表

示，纪念章既是对辛勤付出的肯定，更是
一种鞭策，今后要不断提高自身修养，认
真履行法律职责，切实维护公平正义。

万源市人民法院
举行“荣誉天平纪念章”颁奖仪式

筑牢制度“篱笆”
当好监督管理“监护人”

今年以来，通川公安按照教育整
顿部署要求，不断完善监督机制。

实行“逐级式”监督，一级抓一
级、逐级抓落实，确保一贯到底，把谈
心谈话作为队伍教育管理的重要手
段，严格落实“六必访、六必谈、六必
清”制度，确保队伍绝对稳定。

实行“清单式”监督，紧紧围绕教
育整顿方案，通过每周列出监督清
单，明确监督重点、监督方式，实行

“台账式”“销号式”管理，确保监督任
务不漏项、不重项。

实行“自查式”监督，组织开展自
查自纠活动，针对队伍中发生的突出
问题，通过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认
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剖析自身原
因、找准症结，进一步激发自纠动力。

深化制度执行
当好监督管理“细心人”

通川公安盯紧全局民（辅）警的
朋友圈、生活圈、社交圈，全力促进队
伍纪律作风转变。

坚决摒弃陋习，留心“朋友圈”。
从思想根源上筑牢全警理想信念防
线，坚决破除“圈子”文化、“码头”文
化、“袍哥”文化，鼓励全局民（辅）警
建立正能量的朋友圈，绝不从事与身
份不相符的活动。

坚持携手警属，盯紧“生活圈”。
健全家庭联系走访制度、建立警属微
信联络群，发挥好警属最直接、最用
心、最有效的监督作用，重点对 8 小
时外自我管理、自我约束不严格等问
题，与警属进行点对点沟通，共同做
好民警的监督“过滤网”。

注重丰富生活，净化“社交圈”。
分局工会、妇委会积极筹划“警心映
党徽 喜迎二十大”七一表彰暨主题
演讲活动，开展“拼搏奋进 荣耀通
川”部门篮球比赛及“巾帼绽芳华
喜迎二十大”工会活动，激发工作热
情，活跃警营氛围，引导干警崇尚健
康的生活方式。

强化制度意识
当好监督管理“铁面人”

通川公安以案为鉴，持续推进从
严管党治警，对发现的问题不遮丑、
不护短。

警钟长鸣，强化“红线”意识。持
续深入一线所队，开展“清风警营·送
廉到所队”廉政教育活动，现场对党
风廉政建设工作进行抽查。组织全
警集中观看警示教育片，剖析分局内
部发生的违法违纪典型案例，用身边
事警醒身边人。

开门纳谏，拓宽收集渠道。邀
请“两代表一委员”、警风警纪监督
员、警属代表召开警风警纪监督员
座谈会，针对队伍管理突出问题，征
求意见建议。同时，深入到基层一
线的乡镇、村（社区）收集社情民意，
深入查找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和线
索，拓宽收集渠道，进一步完善监督
机制。

严肃问责，从严监督执纪。强化
监督问责，开展“一案双查”，加大问
责追责力度，对发现的苗头性、倾向
性问题及时介入，对队伍出现问题的
实行责任倒查、严肃问责。同时深化

“大数据+网上督察”“督察110”工作
机制，综合开展警情处置、案件办理、
警风警纪等网上监督，严肃查处违反
规定的行为，最大限度降低民警、辅
警违纪违法风险。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闫军 通讯员 夏宁蔚

筑牢“防火墙” 锻造公安铁军

通川公安全面从严管党治警

今年以来，达
州市公安局通川
区分局在巩固队
伍教育整顿成果
暨深化“四心”作
风问题教育整顿
中，加强对全局民
（辅）警 8 小时以
外的朋友圈、生活
圈、社交圈的监督
管理，常态化开展
全面从严管党治
警。

切实维护执法权威
保障民警人身安全

本报讯（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丁畅）近日，市公安局为市局民警、职
工、辅警购买了执法安全责任险附加
意外伤害险，让民警的人身及财产安
全进一步得到保障，全面为民警执法
保驾护航，切实维护民（辅）警执法安
全，深入落实暖警、爱警。

为加强全市公安民（辅）警的职
业风险保障，解除民警执法执勤的后
顾之忧，并最大限度地保护执法民警
的人身安全，今年年初，市公安局对
一线民警执法安全风险进行了全面
评估，积极维护广大民（辅）警在执法
过程中的人身权益和执法权益，防止
侵害升级，市公安局走访多家保险公

司，并咨询相关风险责任保障。最
终，中国人民财产保险有限公司达州
市分公司的《公安民警执法责任保
险》符合了保险需求。

“为一线民（辅）警购买保险，释
放出了达州公安维护民警执法权威
的强烈信号。”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支
队长杜亚卓介绍，达州公安高度重视
维护民警正当执法权益，为民（辅）警
购买执法安全责任险附加意外伤害
险，彰显了达州公安维护民（辅）警人
身权利和执法权益的鲜明态度，此举
是全省首创，也是深入落实暖警、爱
警，体现“以人为本、从优待警”理念
的又一项举措。

入夏以来，市公安局达川区分局
纵深推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
动”，加大对夜市夜摊、酒吧、KTV、宾
馆等重点场所的清查整治力度，布置
警力对街面、重点路段开展日巡、夜
查，进一步提升社会面见警率、管事

率，增强社会治安管控力。截至8月12
日，全区公安机关累计出动巡逻警力
9500余人次，排查矛盾纠纷187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88人。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闫军
通讯员 符琳 摄）

达州公安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