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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近日从相关部门获悉，我市正按照“全
面摸排、边查边改、严格执法”的原则，大力开展长江经济
带固体废物大排查行动，严厉打击固体废物违法倾倒等行
为。

行动伊始，市环保局牵头组织市发改委、市城管局、市
住建局、市水务局等相关部门专题研究，制定排查方案，明
确排查范围和对象。行动中，水务、环保、城管等部门分别
完成了全市主要河流和湖库沿岸100米以内区域的固体
废物堆存点位、危险废物和生活垃圾处理能力排查工作。
卫计、住建、经信、交通运输等部门分别对医废、一般工业
固废、生活垃圾、污泥、工业固废综合利用和危化品生产、
运输等开展排查，共排查了610家危险废物产生单位、
4611家医疗卫生机构、131家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单位
和63家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单位，对存在问题的单位及
时下达整改通知，对涉嫌违法占用河道的单位进行调查处
理。

目前，渠县新临江煤矿、杉树坪煤矿的违规煤矸石堆
场已全部清理拆除，原场地进行了覆土绿化，并对清理后
的煤矸石采取制砖、铺路、矿井回填等方式进行妥善处置；
万源市梨树乡池家坝砂石厂散落在河道内的砂石原料已
清理完毕并已停止在沿河沿岸堆放砂石原料；宣汉县东乡
镇明月大桥下建筑弃土场已完成清理整治。

（见习记者 苟亚 本报记者 谭楚甲）

本报讯 7月10日凌晨，市消防支队南外中队接到指
挥中心调度称，位于杨家大院往金南大桥方向有一辆小轿
车发生燃烧。接警后，南外中队迅速出动1台水罐车、一台
抢险救援车以及11名消防官兵前往火灾现场处置。

到达现场后，经侦查发现，一辆出租车车头发生火灾，
正在猛烈燃烧。见此情况，该中队指挥员立即根据现场情
况下达战斗命令：灭火小组用出一支水枪对汽车着火部位
进行灭火警戒组携警戒桶在现场周围设立警戒，并疏散围
观群众。经过十几分钟的灭火作战，车上余火被扑灭，消
防官兵继续对烧毁车辆进行冷却，同时使用撬棍等破拆工
具将车头进行破拆后降温，确保车子不再发生燃烧。

（王虹月 本报记者 刘欢 摄影报道）

本报讯 近日，通川区东城街道办事处会仙桥社区党
总支党员前往龙滩乡高庙子村党支部开展党建结对共建
交流活动。

活动中，会仙桥社区党总支为高庙子村党支部送上了
一台电脑及工作展板，并以“加强支部合作共建，夯实基层
组织建设”为题，介绍了社区党总支党建方面的主要做法
和经验，双方就如何以党建促发展进行了探讨。双方表
示，今后要互相学习，不断拓展共建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在
共建中实现双赢。

（张恩绮 本报记者 李嫒颐）

全面摸排 边查边改 严格执法
我市开展长江经济带固体废物大排查

出租车发生燃烧
消防官兵紧急灭火

开展结对共建交流
互相学习实现双赢

达州失业保险金标准将调整
新标准将于近期出台

新婚不久便两地分居，女儿患病，父亲
截瘫，女方因此疲惫不堪，但是丈夫却身居
外地，不闻不问、长期缺位。于是，便有了本
案两次起诉离婚的故事。

新婚不久就分居
感情淡化要离婚

王某是达州市通川区人，经人介绍与四
川绵阳市男青年张某相识，不久，两人便确
立了恋爱关系。王某是独生女，并且她的父
母一直随她一起生活。于是，王某在两人谈
婚论嫁时提出婚后在达州居住，以便其照顾
父母的要求。恋爱中的张某为了哄得王某
高兴，在没有进行充分考虑的前提下就答应
了。

2010年10月，王某、张某依法登记结

婚。婚后，张某反悔，不愿在达州生活，两人
为此发生争执继而产生矛盾。张某一气之
下，离开达州独自返回绵阳生活。新婚不久
的两人开始两地分居。随后，王某发现自己
怀孕，并生下一女。女儿出生后，王某一人
独自抚养，张某既不与妻女共同生活，也从
未负担任何抚养费用。2014年王某的父亲
意外摔伤导致高位截瘫，2015年女儿又查
出身患川崎病，在照顾父亲之余还要带着女
儿求医，再加之高昂医药费的巨大压力，王
某感到身心俱疲，偏偏身为丈夫的张某又一
直缺位。这使得王某非常伤心，对张某的感
情也逐渐变淡。2017年6月，王某向绵阳
市当地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一次起诉判不离
求助“法援”再起诉

根据法律规定，法院判决离婚的唯一条
件是夫妻感情破裂，而客观上判断夫妻感情
破裂是非常有难度的，再加上我国“夫妻劝
和不劝离”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在没有重
婚、家暴、遗弃、因感情不合分居两年等法定
离婚情形和事由时，第一次起诉离婚是很难
获得法官支持的。因此，在生活中，第一次
起诉离婚以失败告终是一种常态。王某在
庭审中，没拿出充分的证据证明她与张某的

感情已破裂，张某又明确表示不同意离婚，
同时两人之间也不存在法定离婚情形和事
由，最终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与张某
的夫妻感情尚未完全破裂，于2017年9月
判决不准予离婚。

在判决生效后，张某一如既往对王某母
女不闻不问。面对张某这般态度和行为，王
某很是失望，决定再次起诉离婚。为了能彻
底结束这名存实亡的婚姻，2018年1月，王
某向达州市通川区法律援助中心申请法律
援助，希望通过专业的律师帮助其打赢这场
离婚官司。通川区法律援助中心审批通过
后，为其指派了援助律师。

证据收齐等期限
协议达成终离婚

援助律师经过与王某充分沟通，为其制
定了通过调查和收集夫妻长期分居、丈夫未
尽到相应家庭义务的证据来证明夫妻感情
确已破裂的诉讼方案。在援助过程中，援助
律师帮助王某收集王某邻居、同事等证人证
词、双方的往来频率和手机、短信的通信记
录、儿女患病就诊等相关证据来证明两人长
期分居、丈夫张某未尽到相应家庭义务。

历经一个多月，这些证据收集齐全，王
某决定立即到法院起诉。这时，援助律师却

告诉王某她还不能到法院进行再次起诉。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第七款规定，
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判
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
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
理。因此，原告想再次起诉离婚，需过六个
月才能再行起诉。对于王某来说，其恰好还
在这六个月限制期内。

2018年4月，限制期一过，王某便向法
院再次提起了离婚诉讼。在此次庭审中，王
某举出了早已收集好的大量证据，张某在这
些充分的证据面前无言以对，只能同意与王
某离婚并支付女儿的抚养费用，最终双方达
成了离婚调解协议，人民法院当庭出具了调
解书。

援助律师提醒：
法律之所以规定这六个月限制期，是因

为离婚案件主要是解除当事人之间的身份
关系，与一般财产案件不同，客观上给当事
人一个冷静的机会，让他们重新审视自己的
婚姻，以挽救尚未真正破裂的婚姻。适用此
项规定应当注意两个问题：一是此项限制仅
针对诉讼离婚的原告，原离婚诉讼的被告不
受此限。若被告在6个月内以原告的身份
提出离婚诉讼，即使没有新情况、新理由的，
人民法院亦应受理。二是针对原告的限制
是没有新情况、新理由，这是指原离婚诉讼
的所请求的事实及理由没有新情况、新理由
或者没有本质变化的情况下才加以限制。

□施法闻

丈夫缺位 妻子两次起诉离婚

本报讯 7月11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近一周
内，我市渠江流域内有零星降雨，发生洪水的可能性较
小。受副热带高压影响，7月中下旬至8月可能发生一定
程度的伏旱。

四川省达州水文水资源勘测局根据全省汛中洪水趋
势，结合渠江流域历史洪水演变情况和气象相关信息，预
测渠江流域总体以中偏低洪水为主，出现超警戒水位洪
水的概率较低，无大的洪涝灾害。但受局部极端天气影
响，流域内个别河段有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后期强降水可
能带来地质灾害。

据市气象局综合各种数据预测，我市盛夏期间气温
以偏高为主，降水量以偏少为主，气温较常年均值偏高1
至2摄氏度，降水量较常年均值偏少1至2成，有强降水
集中时段，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7月中下旬至8
月，盆地中东部可能有伏旱发生，并伴有阶段性高温热
浪，初步预计伏旱较常年偏重。

为了避免发生洪涝灾害，7月2日，水文局依据气象
信息，利用洪水模型系统开展了“气象预报的洪水预警预
报”工作，初步预测渠江流域及干流将发生一次中小洪水
过程，州河及其支流局部河段有超过警戒水位线的可能，
已经对流域内的水库采取了提前泄洪措施。

据了解，上半年达州共出现3次区域性暴雨，“5�21”
全区性暴雨，“6�18”、“7�4”区域性暴雨。其中“5�21”万
源市强降雨造成9个乡镇4974人不同程度受灾。5月
25日万源市长石乡桃树坪发生山体滑坡，总量约为108
万立方米，市委、市政府及时开展干部援救、群众自救工
作，目前受灾地区社会稳定，生产生活秩序井然。

（本报记者 魏华 见习记者 康春艳）

渠江流域出现超警戒水位洪水概率较低
●7月中下旬至8月可能会发生伏旱

本报讯 炎炎夏日，酷暑难
耐，连记者这种嘴上说着为了减肥
不开空调的人，这几晚都被狂打
脸。这么热的天，想让我不开空调
入睡？真的做不到啊！

确认过眼神，你才是对的人。
当四川大部分地方的伞和雨都顺利
的配成了对的时候，咱们达州的天气
却特立独行地和烈日作伴。并且，气
象台还直言不讳：你们想要的雨是完
全不存在的，未来一周，我市晴天大
甩卖，还送高温大礼包。

生命不息，“烤”验不止。强烈
的太阳照射和较高的温度会导致人
体水分大量散失，若水分得不到及
时补充就非常容易中暑。所以气象
专家建议，中午前后尽量减少户外
活动，出门最好打伞、戴帽子，避免
长时间强烈日晒；同时多喝凉白开，
出汗过多时可以在水中加很少量的

食盐，以维持体液中的电解质平衡；
避免过度劳累，保证充足的休息和
睡眠。

俗语说“小暑大暑，上蒸下
煮”，这句话形象地概括了这一节
气高温湿热的特点。健康人都觉
得闷热难耐，如果此时生病会更加
难受，应当如何避免小暑时节生病
呢？医师建议，有心脏病史的人群
要注意室内通风，闷热时可采取物
理降温；要常备氧气袋，胸闷气短
时可吸氧来缓解，出现不适及时就
医；不要贪凉冲凉水澡、多进冷食。

据了解，受副高控制，未来一
周我市以高温晴热天气为主，中南
部大部地方最高气温将升至35℃
以上、北部33℃以上。由于能量
高，层结不稳定，午后到晚上局地
易出现雷电、短时强降水、阵性大
风等强对流天气，需加强监测。

具体天气情况如下：
12日，中南部晴间多云，

25～35℃；北部山区多云间晴，
23～34℃。

13日，中南部多云，有分散性
阵雨，25～36℃；北部山区多云，
有阵雨，24～33℃。

14日，中南部阴间多云，有分
散性阵雨，25～35℃；北部山区阴
间多云，有阵雨，24～34℃。

15日，中南部晴间多云，
24～36℃；北部山区晴间多云，
24～34℃。

16日，中南部多云间晴，25～
36℃；北部山区多云间晴，24～33℃。

17日，中南部晴间多云，24～
36℃；北部山区晴间多云，23～33℃。

18日，中南部晴间多云，25～
38℃；北部山区晴间多云，23～35℃。

（肖鹏 本报记者 孟静）

未来一周 我市以高温晴热天气为主

本报讯 本月起，我省调高最低工资标
准，失业人员失业保险金标准按最低工资80%
执行，最高每月可领到1424元。昨日，记者从
市人社局获悉，我市已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方
案上报，通过审批后，将出台具体执行标准，目
前我市仍以每月1380元的最低标准执行。

近日，省政府将全省月最低工资标准调整
为1550元、1650元和1780元三个档次，从7
月1日起执行。根据《四川省失业保险条例》
和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关于调整失业保险金
标准有 关问题的通知》，从7月1日起，我省

各地失业保险金标准按照当地人民政府确定
的月最低工资标准的80%执行，对应分别为
1240元、1320元和1424元三个档次。截至
今年6月底的统计数据，我市领取失业保险金
人数为7414人，其中，城镇3135人、失地农民
4279人。据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7
年，我市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1380元，失业保
险金发放标准为每月1104元。

失业保险金如何申领？首先，劳动者按
规定参加了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
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1年及其以上的。

其次，劳动者非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具体
包括：终止劳动合同的；被用人单位解除劳
动合同的；被用人单位开除、除名和辞退的；
以及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第三，劳
动者已办理失业登记和求职登记的。满足
以上三条的失业人员可在终止或者解除劳
动合同之日起60日内，到失业保险业务的
经办机构进行失业保险申领登记。

按照相关规定，失业人员领取失业保险
金期限，根据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累计缴
纳失业保险费的时间确定：累计缴费满1年

以上不满2年的领取失业保险金为3个月；
2年以上不满3年的为6个月；3年以上不满
5年的为12个月；5年以上不满8年的为15
个月；8年以上不满10年的为18个月；10
年以上均为24个月。

失业保险领取最长期限为24个月。失
业人员重新就业后再次失业的，缴费时间重
新计算，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可以与前次
失业应领取而未领取的失业保险金期限合
并计算，但最长不得超过24个月。

（本报记者 洪叶 见习记者 钟泽廷）

电话：0818—2630555地址：北外双狮精品建材城三楼
电话：0818—8098968地址：西外美嘉美装饰城一号

精雕细琢
工匠精神

名匠装饰 给您一个不一样的家
要装修 找名匠

2018年招生专业：汽修、数控（模具）、机
电、电子商务、电子技术、计算机、会计（含电
算化）、市场营销、美术设计与制作。

学费全免，欢迎来校参观考察！
咨询电话：0818-2652911 网址：www.scecs.cn
地址：达州市南外三里坪街85号（环形天桥沿农贸市

场上行200米）

国家重点中专 省属公办学校

四川省电子商务学校
（四川省粮食经济学校）经公司股东会议研究决定，并申报达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备

案“（达市工商）登记内备核字[2018]第2038号”，拟注销“达州市
华辉物流有限公司”。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
日内到我公司清偿债务，逾期将按相关规定处理。

公司地址：达州市经济开发区七河路海天机械公司办公楼3楼8号
联系人：蔡旭东 电话：15882915233

达州市华辉物流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8年7月11日

清算公告

分 类 广 告

咨询热线：2377273 QQ：3315963126
温馨提示：刊登各类广告需提供相关手续。出生

证、学生证等个人证件遗失可网上办理（周六休息）。

●公告公示●声明启事●商业资讯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达州分行已经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达州监管分局取
得以下四个营业机构的金融许
可证，现予以公告：

1、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达州大竹支行金融许可证

住所：大竹县竹阳街道竹阳
南路538号

机构编码：
B0004S351170002
流水号：NO：00561378
2、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达州南外支行金融许可
证

住所：达州市达川区民乐街
桂楠小区A幢10号负2、3门市

机构编码：
B0004S351170012

流水号：NO：00561365
3、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达州达川支行金融许可证
住所：达州市达川区杨柳小

区“升华广场”一层34-36号
机构编码：
B0004S351170014
流水号：NO：00561366
4、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达州西外支行金融许可证
住所：四川省达州市西外新

区金龙大道195号
机构编码：
B0004S351170011
流水号：NO：00561367
特此公告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达州分行
2018年7月11日

公 告

本公司开发建设的位于达州
市西外新锦社区ⅡC4-1-a地块
“滨江�睿城”，现公开进行前期
物业管理招标，请有意者于
2018年7月12日 （9时-17时）
至 2018年 7月 14日 （9时-17
时）到南门口翠屏路98#滨江名
苑四楼报名。

联系人：吴逆
电话：2137377

达州市恒腾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7月6日

滨江�睿城
前期物业管理
招标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