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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达州治

本报讯 11月25日下午，中
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达州市分公司
正式揭牌成立，这标志着我市信息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
段。副市长胡杰、中国铁塔四川省
公司副总经理张崇跃出席仪式，并
为中国铁塔达州分公司揭牌。

据悉，中国铁塔是经国务院同
意、国资委批准的国有大型通信基
础设施综合服务企业，主要经营通
信铁塔建设、维护、运营和移动通信
基站机房、电源、空调配套设施和室

内分布系统建设、维护、运营及基站
设备维护。

市经信委相关负责人表示，铁
塔公司的建立，是新形势下深化电
信行业改革的重要举措，也是深化
国企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
积极探索。铁塔公司的成立，可有
效避免在电信基础设施方面的重复
投资和资源浪费，提高共建共享水
平，推动行业健康持续发展，惠及广
大用户。

（本报记者 谭楚甲）

中国铁塔达州分公司成立

国家发改委批复

本报讯 记者从市水务局获
悉，土溪口大型水库工程项目建议
书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标志着该
项目已进入可研阶段，也标志着我
市防洪大型骨干水利工程建设愿望
终获国家决策认可。

国家发改委批复指出，该工程
以防洪为主，兼顾发电，对达州抵御
洪涝灾害，提升社会经济水平是切
实必要的。据了解，工程建成后，达
州城区可达到50年一遇防洪标准，
宣汉县城达到 20年一遇防洪标
准。同时，可有效解决渠江流域的
防洪问题，极大缓解广安、南充等下
游地区防洪压力。

目前，该工程可研阶段勘察设
计工作已全面展开，已取得地震安
全评价、文物保护等8个专题报告
批复。项目前期工作进度位居四川
省“十二五”新上大型水库工程第

一，被省政府纳入2015年大型水利
工程开工项目。

土溪口水库工程是《渠江流域
防洪规划》确定近期实施的大型水
库项目，被国家发改委纳入《全国
大 型 水 库 建 设 总 体 安 排 意 见
（2013—2015年）》A类（优先审
批）项目。坝址地处宣汉县渡口乡
境内，总库容1.61亿立方米，防
洪库容 1.05亿立方米，总投资
32.07亿元，是一座主要以防洪为
主，并通过发挥水库调丰补枯作
用，改善下游灌溉、乡镇及农村人
畜供水条件的大型骨干水利工程。
工程规划设计可改善灌溉面积
75.85万亩，解决城镇34.07万人、
农村30.73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
是达州城区及宣汉县城重要应急备
用水源。
（王宇 赵杉 本报记者 付勇）

土溪口大型水库项目建议书

交警曝光一批“违法王”车辆
本报讯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通

过查询“道路交通安全违法处理系
统”，发现今年1至10月期间，全市
个别机动车交通安全违法未处理量
特别大，其中川SS7638小型汽车
违法未处理次数高达104次，堪称
达州道路交通安全“违法王”车辆。

据统计，全市今年1至10月交
通安全违法未处理量排序前10名
的小型汽车车牌号分别是：川
SS7638，104次；川SC5499，80次；
川 S25846，76次；川 SK9523，74
次；川S3A337，71次；川SV8871，

63次 ；川 SU4888，61次 ；川
A778Y7，61次；川SL0880，59次；
川SG8687，58次。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相关负责人
介绍，全市公安交警部门将定期清
理机动车违法未处理的情况，对全
市违法量大排序靠前的机动车定期
曝光，并纳入重点监控对象。提醒
广大车主、驾驶人：在机动车违法后
要及时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接受处
理，消除交通安全隐患，严格遵守道
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安全、文明
出行。 （曾猛 本报记者 闫军）

本报讯 11月21日，市公共资
源交易服务中心成功组织一起乌木
资产公开拍卖活动，一根长约21m
的乌木以298万元拍出。这是该中
心组建以来首次组织此类拍卖活动。

该乌木为国有资产，发现于明
月江麻柳段河中，树主干长约
21m，主干中间处直径约133cm,

分叉枝干长约4m，分叉枝干中间
直径80cm。拍卖现场共有三位竞
买人参与竞标，相互角逐竞价，氛
围激烈。数轮竞价之后，最终16号
竞买人以高于保留价的最高报价
成功拍得该乌木，成交价为298万
元 ，增 值 额 26.5万 元 ，增 值 率
9.76%。 （匡先辉）

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中心

首次成功组织乌木拍卖活动

本报讯 近年来，达川中学
坚持“五步骤”深化法治育人举
措，加强师生普法学法，推进民
主法治管校，依法治校工作取得
明显成效，荣获“四川省依法治
校示范学校”荣誉称号。

每周一节法治教育课。学校
把每周五下午班会活动时间定为
法治学习课时间，采取媒体放、
教师讲、学生说、班级比的方
式，让师生在教室里接受法治教
育，把班会开成学法第一课堂；
每月一期法治教育橱窗。学校利
用10块固定橱窗，每月举办一次
涉及相关法律法规、法治小知
识、安全知识，重大党务公开、
校务公开、财务公开等内容的法
治教育展览，供全校师生参观学
习；每季一次法律知识竞赛。学
校每季度开展一次“学法我先
行，争做守法人”为主题的法律
知识竞赛活动，运用两到三天时
间，发动班级和师生开展法律知

识竞赛；每期一次法治教育宣传
月活动。学校把每年4月和9月定
为法治教育宣传活动月，在这两
个月里集中开展“崇尚真善美，
争做守法人”演讲比赛、办法治
黑板报、法治手抄报、师生编演法
治节目等活动，请法制副校长、司
法工作人员、校级领导为师生进行
法治教育专题讲座；每年一批法治
图片展。学校在过道、楼梯、教
室、学生宿舍里长期悬挂100余幅
涉及法治、安全知识提示等内容的
小展板，构建法治文化楼道、法治
文化走廊、法治文化宿舍、法治文
化教室，营造时时、处处、人人学
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

(王志强 本报记者 邱霞)

达川中学“五步骤”深化法治育人

本报讯 11月20日，市五治办对中
心城区“五治”情况进行了专项督查，发现
城区摊点乱摆突出、占道经营成风、摩的
非法载客疯狂。在中心广场、通川中路、
滨河游园、南大街领域广场等地，情况更
趋严重，有的俨然成了农贸市场，市民反
响强烈，要求加大整治力度。

献血车被游摊包围

当日上午9：30，记者随同市五治办
检查人员一同来到达城中心广场。在摩
尔百货大门外人行通道前，只见四个游摊
占据在人行通道上，向路人推销产品、散
发资料。停在中心广场的献血车，竟被几
个游摊围住，车前车后各有一个卖小杂货
的游摊，车右侧是个卖饮料的游摊，车门
边一个卖包的摊点将整个献血车挡住大
半。献血车不远的一个邮亭，外面挂着气
球和儿童玩具。

游园成了露天市场

滨河游园里，卖菜的、卖水果的、卖草
药的、打麻将喝茶的、骑车的，吆喝声、讨
价声、麻将声、汽车喇叭声阵阵，市民休闲
场所俨然成了一个露天市场。“城管来
了！”10时许，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句，这
些游摊几秒内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会
儿，只见几辆“城管”字样的车沿滨河游园
巡逻而过，向游园市民宣讲文明游园注意
事项。该车离开后，一些游摊又摆进了游
园。检查人员告诉记者，滨河游园旁边新
修的一家农贸市场专设了农民自产自销
交易区，专供卖菜，不收任何摊位费用，但
至今没有人进入卖菜。

城区占道经营成风

通川中路老车坝路段、柴市街口、通
川桥下面、南城领域广场、惠安路南大街
口、南贸市场外等地，占道经营现象成为
普遍。在通川中路市机关幼儿园附近，一
些门市业主将摊位摆在门市外，占据了人
行道。在柴市街口、通川桥下面，多个游
摊将摊位摆在人行道上，行人难以通行，
只能在各个游摊中穿梭 。

在南城领域广场、惠安路南大街口、
南贸市场外人行道上，横七竖八停着两轮

三轮摩托车，看见有检查人员，这些“摩
的”一边吆喝客人，一边离开。“政府现在
打击非法营运，这些载客摩托车天天等在
这里拉客，有关部门为何不来打击？”几位

市民向检查人员反映，这些摩托车在这一
带既占道，又影响市容，开着摩托又横冲
直撞，希望政府加大对载客摩托车的整治
力度。 （本报记者 闫军 摄影报道）

市五治办暗访发现

占道经营成风 摩的疯狂载客
大力实施五治工程
建设美丽幸福达城

记者25日从中国地震局获悉，据
地震部门对四川康定6.3级地震灾区
的实地调查，此次地震灾害破坏相对
同等级别地震较轻，初步分析主要有
四个原因。

一是震中地区属高山地区，人烟
稀少，滑坡等次生灾害不发育。二是

地震造成较大影响的康定、道孚两县，
历史上曾多次发生重特大地震灾害，
农村的藏式民居虽属传统的木石结
构，但有相当一部分藏式民居采用的
是木架承重结构，房屋抗震性能较
好。在本次地震中，因承重的木屋架
结构有较好的连接性，使得房屋仅出

现墙体的局部垮塌，整栋房屋尚能站
立。三是近年来，四川省各级政府严
格按照抗震设防规定，加强城镇建筑
物质量监管，并将农村民居抗震设防
监管纳入法治轨道，结合汶川、芦山地
震恢复重建和“异地扶贫搬迁”、“牧民
定居工程”等项目，藏区民居建筑质量
得到较明显的改善，总体抗震能力明
显提高。四是四川省各级政府加强了
地震应急准备工作，经常性开展防灾
减灾宣传教育和地震应急演练，明显
提高了政府应急处置、抢险救援和社
会公众防灾避险、自救互救能力，对最
大限度降低地震灾害损失起到了重要
作用。

据介绍，康定地震发生后，地震系
统现场工作队派出16个调查小组，对
康定、道孚、雅江、丹巴四个县的地震
灾害情况进行了初步调查，对103个
调查点完成了地震烈度、房屋破坏情
况调查评估。并架设6个流动观测
台，同时对科考台阵的35个台进行数
据收取，对震区周边的形变监测场开
展应急加密观测，密切跟踪震情发展
变化。

（据新华社）

中国地震局：

康定地震破坏相对较轻有四原因

11月 24
日，里约奥运会、
残奥会吉祥物发
布仪式在里约热
内卢萨马兰奇奥
林匹克体育学校
举行。两个吉祥
物的设计灵感分
别来自于巴西的
动物和植物，目
前名字尚未最终
确定。

图为里约奥
运会吉祥物（左）
和残奥会吉祥物
（11 月 24 日
摄）。

（新华社发）里约奥运会吉祥物发布

11月24日，在奥地利维也纳，出席伊
核问题协调会的外长合影。

在维也纳参加伊朗核问题谈判的消
息人士24日说，相关各方决定将伊朗核
问题达成全面协议的最后期限延至2015
年7月1日。各方争取在明年3月底之前
达成框架协议，之后商谈具体技术细
节。 （新华社发）

达成伊核协议最后期限
延至明年7月1日

教育部25日发出通知，要求各省级教育行
政部门统筹本地区中小学教师岗位需求，收集
各地免费师范毕业生就业岗位需求计划，在寒
假期间组织免费师范毕业生专场招聘活动，多
措并举，在2015年5月底前，确保90%免费师
范毕业生通过双向选择落实任教学校。

通知说，对2015年6月底仍未签约的免费
师范毕业生，其档案、户口等迁转至生源所在
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由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
会同有关部门统筹安排到师资紧缺地区的中
小学校任教，确保免费师范毕业生离校前全部
落实任教学校。 （据新华社）

明年5月前
90%免费师范生落实任教学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政府间委员会第九次会议24日在法国巴黎教
科文总部开幕，将对申请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的46个项目进行审议，其中包括中国
的彝族火把节。

中国彝族火把节是彝族人民一年中最为盛
大隆重的传统节日。火把节体现了彝族敬火、
崇火的民族性格，保留着彝族起源发展的古老
信息，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科学价值。同时，火把
节也是彝族传统文化中最具标志性的象征符号
之一，是彝族传统音乐、舞蹈、诗歌、饮食、服饰、
天文等文化要素的载体。 （据新华社）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将审议中国彝族火把节申遗

葡萄牙法官24日晚做出决定，葡萄牙前总理
苏格拉底因涉嫌税务欺诈、洗钱和腐败被收审。

因涉嫌税务欺诈、洗钱和腐败，苏格拉底
于本月21日晚从法国巴黎返回里斯本时在机
场被逮捕，涉案的另3名嫌疑人此前已被捕。
苏格拉底被捕后一直被拘押。苏格拉底现年
57岁，2005年至2011年担任葡萄牙总理。

（据新华社）

涉嫌腐败
葡萄牙前总理被收审

针对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日前发生的旅游市
场秩序混乱、不公平竞争等问题，在国家旅游局
统一部署下，我国旅游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治理西双版纳旅游市场秩序。

云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对暴露的问题进行
立案调查，对违法违规行为坚决予以打击和整
治。云南旅发委、云南省工商局组成联合工作
组进驻西双版纳州，对西双版纳州旅游业存在
的问题开展调查，做到对症下药、标本兼治。

近日两辆载有90多名游客的大巴车“带
团”人员，分别在野象谷景区和勐养收费站与西
双版纳州旅游协会人员发生冲突，造成双方4
人受伤，受伤人员中无游客。 （据新华社）

旅游部门
治理西双版纳旅游乱象

11月25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医生在转运伤员。（新华社发）

通川桥下，珠市街一些摊位摆到了街面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