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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金堂县公安局三星派出所社

区民警刘俊兴， 我把我和社区百姓打交

道的真实故事写下来， 希望能被拍成法

治微电影……” 刘俊兴是一名普通的社

区警察。在成为社区警察之前，他是部队

的干部。

他通过耐心、细致的工作，把社区变

成了和谐之家。当得知“法治成都·我们

的生活”微电影向全社会征集剧本后，刘

俊兴将自己的经历写成故事投稿。“希望

我的工作方法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更想

让‘社区民警’这个形象上次镜，过把电

影瘾！”

2013年前， 刘俊兴被安排到棕榈湖

国际社区担任社区民警。 之前这里盗窃

事件频发， 社区被列入派出所重点工作

对象。刘俊兴坚持每天在社区巡视，主动

向业主收集意见、学习物业相关法律。进

社区几周后， 他写出整改意见， 交给物

管，督促马上整改。此外，他还主动挨家

挨户分发自己的名片， 用自己的法律知

识帮助居民解决各种困惑和难题。“如果

把法律条款融进故事，拍成微电影，以后

再遇到类似事件播给市民看， 市民的印

象就会很直观！”

成都商报记者 唐奇

近日，青白江区检察院“晶晶热线”

走进看守所，开展了以“阳光下的露珠，

折射绿色人生”为背景的连线活动。

19岁的赵某是青白江区清泉镇

人，10岁时父母离异，自己一直随爷爷

奶奶生活。受家庭影响及社会不良人

员的唆使，14岁那年， 赵某走上了犯

罪道路，因抢劫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零

6个月。2013年， 赵某又因盗窃再次被

羁押。

检察官黄晶通过与赵某面对面交

流，发现他服刑表现较好，但性格较为内

向。在耐心地宣讲法律政策的同时，黄晶

以温柔和蔼的态度、春风化雨的言语，消

除赵某的自卑和消极心理， 引导他树立

信心，以健康心态重归社会。

去年7月，以青白江区检察院办理未

成年人案件检察官名字命名的“晶晶热

线”———（028）83662107正式开通并投

入使用。据悉，这是全市检察系统首个专

门针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咨询热线。

青白江检 成都商报记者 孙兆云

新人疯抢

婚礼大观园入场券

“只要你结婚所关心的问题，在婚礼

大观园都能找到答案。” 成都商报报道了

“桃花新娘节”在全国首创婚礼大观园，准

备今年结婚的新人热情高涨， 纷纷致电并

来抢“婚礼大观园”门票。

“我准备今年结婚，怎样举行婚礼才

有意义？” 这是工作人员接听热线时，听

到最多的问题。热线人员周英介绍，晚上

8点还有人致电咨询，询问如何举行婚礼

更具创意和纪念意义， 也有父母询问自

己的孩子该怎么结婚。她表示，在婚礼大

观园都能找到答案，“组委会将邀请成都

业界顶级精英加盟， 免费为你提供所有

解决方案”。

市民童小姐称，自己一直在为结婚的

事情困扰，不知道什么样的婚礼更适合自

己，穿什么婚纱最迷人？选择什么样的司

仪？怎样才能既大方又节约……当看到婚

礼大观园的信息后，她看到了希望，希望

能在大观园找到自己满意的答案。

据了解， 组委会将提供999套婚纱免

费试穿，找到你最适合穿的那一套，婚礼

时，还有机会免费获得婚纱使用权；将邀

请9位重量级婚礼策划师现场免费咨询，

让你的婚礼永远被铭记； 将邀请9家精英

婚纱摄影师现场免费咨询，让你最幸福瞬

间流淌在不老泉，镌刻在同心锁上；将提

供99套婚礼方案让你免费挑，选择你最中

意的方案。与此同时，9位婚宴专家为你提

供免费咨询，彻底解决婚宴中又节约又大

方的问题。

组委会还将送出总价值近20万元的婚

礼产品，只要你报名，就有机会领取。来婚

礼大观园的市民，现场可参加抽奖活动，特

等奖是价值10万元桃花主题婚典（一名），

一等奖是价值6000元婚纱使用权（婚礼当

天使用，共6名），二等奖是价值2990元婚

纱照一套（婚礼当天使用，共10名），三等

奖是价值2000元的消费大礼包（共20名），

同时还有很多参与奖，各种奖品精彩纷呈，

让你目不暇接。

如果你准备今年结婚，想让你有一个完

美的婚礼，你可直接拨打028-66660114电话

报名，工作人员会热情为了提供服务。组委

会也特别邀请更多的婚纱摄影公司、婚庆公

司、摄像公司等有实力的婚庆企业参与此次

婚礼大观园，一起为蓉城准备结婚的市民奉

上一场婚礼精美盛宴。

成都商报记者 安利平

商品房产权可自办

最快2小时领证

委托开发商统一办理的商品房分

户产权，市民自己也可以办。昨日，成都

商报记者从市房管局了解到，产权证办

理一共有三种方式， 包括由开发商办

理、 市民自己办理和委托第三方办理

等，符合条件且材料齐全，最快2个小时

就能领证。

商品房产权证， 一般都由开发商代为

办理，其实在具体的操作中，只要办理了商

品房初始登记的楼盘， 市民就可以自行办

理分户产权，或者委托第三方来办理。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商品房的

分户登记需要买卖双方都到场。” 房管局

相关负责人表示， 不管是开发商代办还是

购房者自己办理，都需要对方委托。商品房

产权证的三种办理方式分别是， 购房人书

面委托开发商办理分户产权， 由开发商一

方到房管局申请办理； 或者开发商书面委

托购房人办理分户产权， 由购房人自行到

房管局申请办理； 还有一种就是开发商和

购房人共同通过公证委托的方式， 委托第

三人办理分户产权， 由受托人一方到房管

局申请办理。

“开发商统一办理时，需要等所有业

主资料齐全，耗时可能也会稍微长一些。”

房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如果有贷款、抵押

等特殊又紧急需求的市民， 可以在商品房

完成初始登记， 也就是俗称的大产权办理

后， 与开发商协商一致并准备齐全资料后

自行前往成都政务服务中心房产分中心办

理分户产权。

成都商报记者 赵素冰

成都检察机关一季度

查处贪贿大案81件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从成都市人民检察

院门户网站获悉，2014年第一季度，成都市

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各类贪贿案件83件

123人。网站上还公布了成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原董事长、 行长毛志刚受贿一案和成

都市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吴忠

耘受贿一案。

其中，查处大案81件120人，大案率为

97.56%；要案17人（厅级干部3人，处级干

部14人），要案率为13.82%。从案件性质来

看，贪污案件19件，占立案数的22.89%，贿

赂案件58件，占立案数的71.08%。

今年以来， 检察机关还加大了对行贿

犯罪行为的查处力度， 目前全市共立案查

处行贿案件18件20人， 比去年同期增长

38.89%。

毛志刚受贿案侦查终结

近日， 成都市检察院对成都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原董事长、 行长毛志刚以涉嫌受

贿罪侦查终结，并移送审查起诉。

经查， 毛志刚在任成都市工投集团董

事长、成都银行董事长、行长期间，利用职

务之便，为多名请托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请

托人现金等财物。

吴忠耘受贿案侦查终结

近日， 成都市检察院对成都市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吴忠耘以涉嫌受

贿罪侦查终结，并移送审查起诉。

经查，吴忠耘在任成都市体改办主任、

金融办主任、 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

长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先后为多名请托人

谋取利益，收受请托人现金、房屋、车辆等

财物。

成检宣 成都商报记者 孙兆云

2014年成都国际鞋展昨日在武侯区中国

女鞋之都·四川外销鞋城开幕。近年来最大规

模的海外采购商团来蓉选购“成都造”女鞋，

其中包括40多家俄罗斯采购商和30多家其他

国家采购团。

上百俄罗斯采购商来蓉参展

展会主办方负责人彭军说，过去俄罗斯采

购商多在北京雅宝路市场采购中国鞋，很多成

都外贸鞋也是通过这个市场流向国外。俄罗斯

商人如今准备绕过中间环节，直接到成都原产

地采购，其采购成本大约可以节约30%。同时，

成都鞋子如果在鞋厂家门口卖出去，又能比过

去走中间环节的出厂价略高一些。

在这样的背景下，此次鞋展聚集了省内70

多家出口型鞋企与外商对接， 以谋求获取外

贸订单。昨日上午，四川外销鞋城内出现了上

百位俄罗斯采购商的身影， 其中还有一些俄

罗斯大型连锁零售企业的代表。彭军说，这是

历年来最大规模的俄国采购商来蓉下订单。

成都商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多名俄罗斯

采购商在各个鞋企展位仔细参观， 还不停地

询价。 组织这些采购商来蓉的俄国某展览公

司亚洲区总裁伊万说， 成都是中国女鞋的主

要生产基地， 他们这次组织了44家采购商来

这里采购， 并希望通过鞋展促进采购商与鞋

厂的长期合作。“我们也希望成都的鞋企到俄

罗斯来参展。”伊万说，成都鞋质量优良，价格

适中，在俄罗斯很受欢迎。

除俄罗斯采购商外，海外驻东莞的30多家

采购商及国内贸易商也参加了此次鞋展。东莞

是中国最大的外贸鞋业制造基地，很多国外采

购商都在那里设立了办事处。 在当下形势下，

这些采购商也转换思路， 纷纷涌入鞋子原产

地。在去年的成都鞋展上，海内外采购商共买

走价值3000多万美元的“成都造”女鞋。

鞋都·奥特莱斯刮起“靓鞋风暴”

此次成都国际鞋展还将举办 “2015春夏

&2015-2016秋冬流行趋势发布会”、设置“潮

流产品发布区”，邀请荷兰SLEM鞋业设计公

司分享经验等活动， 为众多成都鞋厂带来最

新的全球鞋业流行趋势前沿信息。展会上，四

川外销鞋城与安岳渝成国际制鞋园还要共同

举办了“武侯建都 安岳建园”研讨会，就鞋

业产业梯度转移、 做大做强成都鞋业产业等

内容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

针对普通市民的鞋类销售活动也同步展

开。从4月25日到5月11日，位于四川外销内的

鞋都·奥特莱斯将举办3个阶段的 “靓鞋风

暴”促销活动。近50个鞋类品牌如达芙妮、康

奈、西部印象、卡丹路、袋鼠、啄木鸟将以相当

低的折扣向普通消费者提供品质女鞋， 展会

主办方还会提供底价换购、购鞋有礼、母亲节

特别活动等环节，吸引本地消费者。

成都商报记者 唐小涛 摄影报道

昨日是世界读书日， 第一张成都市公共

图书馆“一卡通”借阅卡在成都图书馆发出。

持卡读者凭“一卡通”借阅卡可以在中心城

区的7家图书馆“通借通还”。成都因此成为

四川首个实现中心城区图书“通借通还”的

城市。

69岁的陈大爷拿到了第一张成都市公共

图书馆“一卡通”借阅卡，他还同时办理了1

张成都图书馆的卡。陈大爷说，他非常喜欢看

书，办两张卡就可以借10本书了（“一卡通”

2本书，成都图书馆借阅卡4本书4本刊）。

所谓“通借通还”，就是读者凭借“一卡

通”借阅卡可以到本馆或其他图书馆借阅和

归还图书， 查阅各图书馆的馆藏信息和借阅

信息。例如，家住成华区附近的读者在青羊区

图书馆办理了“一卡通”借阅卡，就可以到成

都图书馆借书。书看完后，就近在成华区图书

馆归还。

成都图书馆讲座宣传部主任杨丽芝介

绍，本次开通“通借通还”的为成都中心城区

7家图书馆：成都图书馆、锦江区图书馆、青羊

区图书馆、成华区图书馆、金牛区图书馆、武

侯区图书馆和高新区图书馆。7个图书馆有

300万册外借图书。读者凭身份证等有效证件

到这7家图书馆都可以办理“一卡通” 借阅

卡。杨丽芝说，持卡读者每次可借中文图书2

册，借期30天。“还书方便了，借书的人自然

就多了，市民的阅读量也就相应提高了。”

杨丽芝透露，明年，“通借通还”将覆盖

全域成都。除了中文图书资源，数字图书馆资

源也将实现一卡通资源互享。

成都商报记者 陈谋

让社区民警当微电影主角

成都检察系统

首开未成年人保护咨询热线

成都国际鞋展开幕

最大规模海外采购团入蓉购鞋

成都中心城区7图书馆通借通还

共有300万册外借图书，通借通还明年将覆盖全域成都

成都图书馆

锦江区图书馆

青羊区图书馆

成华区图书馆

金牛区图书馆

武侯区图书馆

高新区图书馆

7家图书馆通借通还

2013年我国成年国民人均纸质图书阅

读量仅为4.77本， 人均每天读书13.43分钟。

网友评论说，在实体书店陆续关门，爱读纸

质书的真是越来越没市场。

不过，凡事总有例外：西南交通大学日

前宣布，政治学院研三学生苏雪峰凭借一年

235本的图书馆借阅量荣登该校榜首。 这意

味着，他每天就能读完大半本书。这个结果

让他的同学极为惊讶，都觉得苏雪峰完成了

“不可能完成的事”。

苏雪峰的寝室书架上， 满满的全是书，

为了给新书挪地方， 他去年寄了一箱回老

家， 最近又准备再寄2~3箱。“每箱超过20

本，都有好几十斤，很沉，但舍不得丢啊。”

平时，9点~21点泡在图书馆是苏雪峰的标准

作息时间，他为自己在图书馆5楼“圈定”了

一个固定座位，那里的老师跟他很熟。

由于学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文史哲类的

书籍就是苏雪峰的最爱。据他回忆，自己读的

最多得是《孙子兵法》，前后精读了5遍，“感觉

历史上留存下来的伟大思想都是相通的，越读

越觉得精妙”。 花钱最多的一套书是《资本

论》，一次性就花去了200多元。最熟悉的当数

《共产党宣言》，“我的手机里有电子版， 床头

上有纸质的，属于可以随时读的那种。”

苏雪峰坦言， 自己爱读书是受父亲的

影响。读研后，那些比较艰深晦涩的书，一

天读200页没有问题。有时，他趁着上网缓

冲的几十秒时间， 也会瞄一眼手边的书。

“其实我读书算是正常速度，之所以有时比

较快，是因为总看那一类的书，对基本的常

识很清楚， 只需要体会作者不同的观点和

角度就行。”还有两个月，苏雪峰就要毕业

到沿海工作。最近卸下论文的压力，他重新

拾起《红楼梦》《西西弗斯的神话》来读，

“我也在读关于东吴文化的书，想更多地了

解即将工作的地方。”

据了解，像苏雪峰一样的“书霸”，在成

都并不鲜见。在成都理工大学2013年的阅读

清单中，核工程与核技术专业的本科生吴闵

强，一年到馆791次，平均每天至少去图书馆

两次。外借图书册数最多的李永峰一年借书

670册，意味着平均每天至少读两册。

成都商报记者 江浪莎

在这个看网页耍微博的时代，大学生们

还习惯看纸质书么？在图书馆里，哪些书最

受欢迎？从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农业大学、四

川师范大学、成都理工大学、成都大学图书

馆提供的“借阅排名榜单”来看，跟专业学

习、写论文考研有关的书籍均有入围。锦城

学院王馆长介绍， 在该校上月借阅统计中，

高等数学和大学英语类的数量很大。由于学

校特色不同，每校的专业书籍借阅，也呈现

出了不同的特点。

畅销类，尤其是文学小说也颇受学生喜

欢。《金陵十三钗》《长安乱》《围城》《平

凡的世界》等排名均靠前，而韩寒、张小娴

作品的出现频率较高。《国富论》《梦的解

析》等经典著作在西南交大最受欢迎。理工

大图书馆副馆长胡灿说，很多学生还喜欢找

电子版小说来看， 或者自己购买珍藏版，这

部分情况图书馆并不好统计， 所以在他看

来，这些榜单还不能完整体现学生读畅销类

书籍的现状。

川大文新学院的王教授认为， 跟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大学生相比， 现在年轻人读书确

实“功利”了些，但也不必对他们吹毛求疵。

她将畅销书比作肯德基类的“快餐”，不反对

“在时间来不及的时候吃一口”，但也希望年

轻人去接近那些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著作。

“现在读书比原来功利，整个社会的价

值观要为此负责， 并不能一味谴责年轻

人。”王教授分析，当一些高校教授灌输学生

“到多少岁不挣到多少钱就是失败，不当教

授就是失败”的观念时，年轻人就只能拼命

“务实”，没有时间来充实自己了。读书应该

是伴随一生，非常自然的事，“它就像阳光、

空气和水一样， 不用天天念叨， 但无处不

在。”所以，高校要凭借“读书日”、“读书

月”活动来敦促大家读书，本身就是值得反

思的现状。

谈起对读书的态度，王教授认为“这归

根结底是非常私人的事”，她反对“教化式”

轰轰烈烈的读书活动，建议同学之间多分享

读书经验，但不要人为去“复制”这些经验。

成都商报记者 江浪莎

最熟《共产党宣言》

精读5遍《孙子兵法》

西南交大研三学生苏雪峰一年在该校图书馆借阅235本书

农大学生最爱读《金陵十三钗》

制图 余进

昨日上午，四川外

销鞋城内出现了上百

位俄罗斯采购商的身

影，其中还有一些俄罗

斯大型连锁零售企业

的代表。这是历年来最

大规模的俄国采购商

来蓉下订单

通借通还

昨日，

69

岁的陈大爷办理了第一张成都市公共图书馆“一卡通”借阅卡

俄罗斯采购商在鞋展上询价

苏雪峰

世界读书日

书香成都

世界读书日

借阅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