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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从凉山州纪委官方

网站获悉，7月2日至10日，在短短9天内，该网

站先后公布了10名官员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被组织调查或移送司法机关。

据凉山州纪委介绍，今年上半年，凉山州

纪检监察机关严肃查办了25名县处级干部违

纪违法案件，共收缴涉案金额近4000万元。

州纪委网站：

9天内公布10名官员违纪

据凉山州纪委官方网站7月10日发布消

息称， 美姑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日英门涉嫌

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该网站7月9日发布消息：近期，布拖县纪

委对布拖县林业局副局长吉列拉贵、 副局长

张兰刚、原局长比曲俄尔进行了立案检查。经

查，吉列拉贵、张兰刚、比曲俄尔行为均已构

成严重违纪， 其中部分问题已涉嫌犯罪。日

前， 布拖县纪委已将三人移送司法机关依法

处理。

7月8日，该网站发布，宁南县人大常委会

人事代表工作委员会主任彭友国（享受副县级

待遇）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另外，7月2日至7月4日，该网站还发布消

息， 德昌县文化体育影视新闻出版局党组书

记贺萍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

冕宁县文化影视新闻出版和旅游局党委书记

彭绪刚（原县广播电视局局长），涉嫌严重违

纪，正接受组织调查；冕宁县文化影视新闻出

版和旅游局副局长尤文才涉嫌犯罪， 已移送

司法机关；木里县投资促进局党支部书记、局

长朱银寿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已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处理；木里县县委统战部副部长、佛

协办主任（保留正科级待遇）伍细华严重违

纪，被开除党籍，已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今年上半年

25名干部被查共缴4千万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凉山州纪委获悉，

今年上半年， 全州对反腐案件初核490件、立

案371件、处分305人，同比分别上升96%、76%、

113%。州纪委自办案件22件，同比上升450%。

今年上半年， 凉山州纪委严肃查办了

州农能办原主任木格布哈、 州农校纪委书

记池勇、州环保局副局长刘紫强、州教育局

副局长殷明、普格县人大副主任瞿江、冕宁

县农业局长王仕友、 木里县农业局长邓天

祥、昭觉县农科局副局长某色尔哈、会理县

副县长康健、 普格县扶贫开发办主任勒伍

你呷、 美姑县教育局局长尔日呷铁等25名

县处级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对“永会路”腐

败案的后续问题进行了处理， 共收缴涉案

金额近4000万元。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上半年 凉山25名县处级干部被查

凉山州纪委介绍，今年上半年，州纪检监察机关共收缴涉案金额近4000万元

“长大我也要

当大导演！”

商报小网友互联网之行第

二站开始招募啦！

上周末， 由成都商报新媒体实验室

举行的 “小网友互联网之旅” 第一站

“拥抱新媒体”完美收官。其中，第三堂

课“神奇的视频”由商报新媒体视频中

心摄影师张雨舟老师为小朋友们分享了

许多妙趣横生的图片、 恶搞视频以及微

电影， 小朋友们了解到了这些美轮美奂

的画面是如何制作的。

活动开始时， 新媒体工作人员告诉

大家， 本次课程主要是给小朋友们介绍

精美图片的拍摄、 视频媒体介绍以及视

频赏析， 马上引起了小朋友们无比的兴

趣：“我要学拍照！”“我要看视频”。

本次课程的老师不仅深入浅出地讲

解了Photoshop等各种图片和视频处理

软件的基本操作， 还带小朋友们逐一欣

赏了几部网络微电影的制作环节和拍摄

背后的故事。“@范二小执着”同学课后

还活学活用，使用Snapseed数码照片处理

软件制作了课后作业。 她发微博说神剪

辑和微电影很有意思， 还想学习一些更

专业的剪辑知识。

小朋友和家长们课后也这样向新媒

体的工作人员表示， 通过第一站三次课

程， 越发觉得精彩的互联网世界离不开

我们每一个人对美好生活的观察和感

悟。 也许这正是成都商报新媒体组织小

网友互联网之旅的意义所在吧。

■

第二站即将启程！

成都商报“小网友互联网之旅”的

第一站完美收官后， 紧接着便会开始第

二站活动，欢迎各位家长、小网友关注成

都商报客户端“活动频道”，了解活动最

新动态。

■

成都商报客户端下载方式：

①苹果手机： 在苹果商店（App�

Store）搜索“成都商报”下载；②安卓手

机：在360手机助手、安智市场、豌豆荚、

应用汇等软件市场下载； ③您还可以通

过进入http://app.cdsb.com, 或扫描成都

商报客户端二维码进行下载。

欢迎家长和小网友们加入商报客户

端·网友群（群号：137099243）进行咨询。

闹离婚或是凶案的主因

据受害人父亲舒道华介绍， 女儿舒容

32岁，是高县落润乡公义村人；嫌疑人刘某

华，34岁，是落润乡五星村农民。两人于10

年前结婚，育有一儿一女，女儿8岁，儿子不

到2岁。“两三年前夫妻两人开始闹离婚，法

院进行过调解。”舒道华说，女儿于上个月

搬回娘家居住， 昨日独自出门到文江镇看

病抓药， 没想到刚出门不久就惨遭刘某华

的毒手。“最惨的还是两个孩子， 这么小就

成了孤儿！”家人分析这可能是造成刘某华

痛下杀手的原因。目前，嫌疑人刘某华已被

警方抓获。

为躲丈夫追砍 女子逃进银行被杀

事发宜宾高县 针对不作为的质疑，银行回应称，当时已采取措施，只是未起效果

家人说法

银行回应

昨日，宜宾高县落润乡村民舒容因家庭

纠纷，被丈夫刘某华持刀追杀，逃进农业银

行高县支行文江镇营业厅躲避，嫌疑人在保

安眼皮底下连捅受害人数刀致其当场死亡。

网友质疑银行保安是“装饰品”，家属则质

疑银行“见死不救”。对此，涉事银行回应称

当时采取了救援措施， 只是没有起到作用。

目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抓获，案件在侦

办之中。

男子行凶

银行里一分钟捅死女子

据目击者称，昨日11时10分左右，两名

30多岁的男女在高县文江镇中心路发生激

烈争吵，女子边吵边往农业银行文江镇营业

厅方向走。在走到中心路岔路口时，女子突

然挣脱男子的束缚，快速跑进几米开外的农

行文江镇营业厅。“男的见状也飞快地跑进

营业厅，然后就发生了砍人事件，行凶过程

非常快。”事发时正从银行对面路过的黄女

士说。另一名目击者称，女子跑进银行营业

厅时， 身上已经有血迹。“但事情发生得太

快，我们根本就没反应过来。”

据农业银行高县支行行长舒竞称，当

时女子径直跑到了营业厅开放柜台后面的

角落里，已经无路可逃。男的随后冲进来，

持刀对着女子乱捅。“刀有近30公分， 像是

水果刀。”舒竞说，从女子跑进营业厅到男

子行凶后逃离现场，整个过程约一分钟。男

子行凶目标非常明确，就是受害女子，没有

针对其他人。“行凶后，男子迅速逃离。”舒

竞说，男子逃跑时，刀仍插在女子颈部，不

久便死亡。

成都商报记者在尸检现场看到，受害女

子右颈部、左胸、左手臂、手掌等有多处刀

伤，其中胸部及颈部为致命伤。

网友质疑

银行保安成“装饰品”

凶案在微博上发布后，引发网友广泛关

注。女子在配备保安人员的银行营业厅被人

残忍杀害，也引起不少网友质疑，认为是银

行保安没有尽到责任， 才导致受害人被害。

而家属则质疑，银行“见死不救”，对银行充

满愤慨。

网友“红运布艺”：“银行保安是装饰品

吗？” 然而也有一些网友对保安表示同情和

理解，认为保安工资不高，又都是临时工。

被害人的父亲舒道华表示，银行保安都

有器械， 也经过安保培训。“一分多钟时间，

如果保安出手相救， 我女儿就不可能会惨

死。”舒道华认为，银行保安没有尽到救护责

任。有目击者表示，当时保安好像也被吓住

了，没反应过来。目击者何先生说：“银行保

安没上前，而且是两个保安，他们不应该当保

安了。”

家属声音

出事后，银行卷帘门半掩，暂停营业

嫌疑人作案后逃跑（视频截图）

两名女营业员

用狼牙棒击打歹徒

对于网友和家属的质疑，舒竞表示，银

行方面在向警方提供监控视频前，也调看了

案发时的录像。“我们当时对受害人和行凶

者采取了必要措施，只是没有起到效果。”

舒竞称，女子跑进柜台后，男子紧随其

后追到其跟前，然后抽刀就捅。“男子进来

时手里没有刀，刀是从包里拿出来的。”舒

竞说，案情发生时，保安和营业员一边拨打

电话报警， 一边启动柜台下方的报警器。

“为防止伤及客户，保安立即疏散客户，而

靠近歹徒的两名女性营业员也立即取出柜

台下方的狼牙棒，用力击打歹徒的背部。”

舒竞认为，当时保安主要在负责疏散客

户，而歹徒目标是将受害人置死，因此柜台

内的女职员用狼牙棒击打歹徒的阻止行为

没有产生作用。对于目击者称事发现场有两

个保安的说法，舒竞告诉记者，保安不属于

银行职员， 是高县保安公司派驻的保安员，

正常情况下营业厅只配备了一个保安。

对于舒竞的说法，有目击者表示，歹徒

在闯进银行前，就已经对受害人动了刀。因

此，受害人进入银行时，身上应该有明显血

迹；歹徒进入银行时，手里应该有凶器。

针对目击者和银行方面的不同声音，

本来可以用银行当时的监控视频予以还原

和证实，但舒竞表示，根据银行相关规定，

无法向记者提供监控视频或视频截图。高

县警方也表示， 由于该案属于尚未结案的

刑事案件，警方暂不便透露案情，也无法向

记者提供银行监控视频。

成都商报记者 罗敏 报料人：李先生

“叔叔阿姨买幅画吧，给贫困山区的

小朋友献一份小小的爱心。”昨日下午，万

达广场锦华店汇聚了一群热情的小天使，

他们穿着“捐一元”主题T恤，抱着DIY爱

心作品，在志愿者的带领下进行义卖，孩子

们的可爱认真吸引了市民慷慨解囊。

记者了解到，2014年为贫困山区儿童

“捐一元·献爱心·送营养”劝捐周将从7月

14日持续至8月3日，今年“捐一元”活动进

入第七个年头， 成都的爱心小银行家不仅

前往云南探访了山区的同龄孩子， 还义卖

筹集善款，用来改善他们的营养状况。

小银行家热情售卖

吹响爱心集结号

下午3：00， 参与义卖的赖世轩小朋友

很快就卖光了自己分到的爱心作品， 一旁

的赖爸爸笑着告诉记者：“不仅让孩子得

到了锻炼，更让他感受分享与奉献，这种爱

的教育比书本来得更直接有效。”

来自泡桐树小学的毛越、 鲁昱麟两个

小伙伴更是显得自信满满，“今天卖出了好

几十，我们觉得自己表现得不错，为贫困山

区小朋友献爱心，这样的活动很有意思。”

“我们顺利完成啦！”“我总共卖了175

元！”“我卖了90元！”“我卖了110元！”

……来自武侯实验小学、 成都天诚足球俱

乐部青训营、智绘美术学校的孩子，在成人

志愿者的带领下，在16:00顺利将义卖物品

卖完。 爱心小银行家们兴奋地数自己手中

的善款，满怀虔诚地将善款投入捐款箱中。

志愿者倡导正能量

市民汇聚爱心

活动现场， 还有50多名来自团市委应

急防震减灾小分队和多一度的志愿者们，

他们也在为同一个爱心目标努力。 刚刚大

学毕业的“准护士”鄢敏表示，自己非常乐

意参加这样的志愿者活动。 希望能用自己

微不足道的力量， 呼吁爱心汇聚， 以少聚

多，形成大的社会正能量，帮助贫困山区的

孩子们。 肯德基员工李玥也是参与活动的

志愿者之一，她挥挥手中的文件袋，向记者

展示了下午的收获。“个别小朋友有些害

羞，但市民们都很支持，义卖还算顺利。”

记者采访了花50元买下DIY爱心足球

的宋女士，宋女士正开心地与义卖的小银行

家及志愿者合影。宋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女

儿其实也参与了爱心作品的制作，孩子们得

到了接触社会、挑战自我的锻炼机会，奉献

了爱心。捐的钱可能微不足道，但自己也要

为女儿做个表率。买下报纸和画作的市民也

纷纷表示， 愿意为贫困山区的孩子出一份

力，将持续关注并支持“捐一元”活动。

百胜餐饮集团川渝黔滇市场总经理陆

崇告诉记者，之所以设定“一元钱”这个低

门槛，就是希望让每个人都方便参与，并从

中体会到帮助他人带来的快乐与自豪。一

元钱，看似微不足道，但如果每个人都捐出

一元钱，就会积少成多，聚沙成塔。“我们希

望通过这个项目， 引导公众养成参与慈善

事业的习惯， 并激发更多个人和企业的社

会责任感，让更多的贫困山区孩子受益。”

截至2014年5月31日，捐一元项目资金

累计支出近7000万元，项目已为四川、云南、

贵州、湖北、广西以及湖南部分贫困山区近

125,000人次的小学生， 提供了近2500万份

营养加餐，并为400余所贫困山区学校提供

包括电炉灶、蒸饭车、消毒柜、冰柜、操作台

和排风扇等在内的标准“爱心厨房”设备。

2014年捐一元项目还将继续为贫困地区的

小学生提供营养加餐。同时，还将为近100

所贫困地区学校配备“爱心厨房”设备。

据悉，从7月14号开始至8月3号，市民

朋友们可以到百胜旗下的任一肯德基、必

胜客、必胜宅急送、东方既白餐厅捐出爱

心款，为贫困山区小朋友的营养加餐出一

份力。

爱心小银行家将义卖善款投进捐款箱

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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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报道雪花啤酒节

今年夏天最值得热议的不仅仅是远在南半

球的世界杯， 还有世界杯带火的成都 “夜场经

济”。“夜经济”里最火爆的就当属各类广场啤酒

节了，呼朋唤友一起看球、吃烧烤、喝啤酒，成了

不少市民最喜爱的夜间享受。作为成都这个休闲

之都的代表文化之一，“啤酒冷淡杯” 在今夏的

火爆程度甚至吸引了央视的注意 ，7月 8日

CCTV-2（央视财经频道）播出的《经济信息联

播》中，就以《成都：世界杯惹“火”夜宵经济》为

题，报道了目前在成都遍地开花的雪花啤酒广场

火爆和欢乐的盛况。

世界杯+啤酒=销量大涨

据啤酒节的现场负责人说，啤酒节每天晚上

7点半开始营业，每晚10点左右迎来高峰期，一直

要忙到凌晨2点才结束， 甚至有些球迷留下来彻

夜狂欢。不仅是东郊记忆，位于成都东西南北的

各大雪花啤酒节分会场， 如龙湖北城天街广场，

“秀丽东方”生态公园、华侨城公园广场、耍都餐

饮广场、邓小平广场、奥克斯广场、莱蒙国际广

场，也被通宵看球欢庆的球迷们挤满，火爆异常，

一座难求。尤其在秀丽东方，晚上有帐篷可以露

营，草坪上露营过夜相当安全，保安就是你的私

家保镖。 这让许多啤酒节消费者都大呼过瘾，流

连忘返。

该负责人介绍，世界杯期间，熬夜看球的除

了球迷，应该就是夜宵商户们。许多商家在盘点

世界杯期间的销量时，都笑得合不拢嘴。一位东

郊记忆的夜宵商户负责人说，“世界杯让球迷们

过足了瘾，也让我们红火了一把。”记者昨夜在位

于东郊记忆的2014雪花啤酒节·舞动世界杯活动

现场看到，大批球迷前来观看决赛，每张桌子前

都坐满了顾客， 不少来晚的球迷不得不排队等

待，甚至席地而坐。商家们也特地为决赛早早做

好了准备。与普通的路边烧烤摊相比，啤酒节上

的食品种类多出了不少，但最受球迷们欢迎的还

是羊肉串、烤鸡、煮毛豆花生和雪花啤酒。

雪花啤酒助力蓉城夏天

此次世界杯期间，雪花啤酒广场在成都遍地

开花，引领了成都的“夜宵经济”，为此记者也特

地走访了部分雪花啤酒广场。据雪花啤酒负责人

介绍，雪花啤酒不仅一直致力于为消费者提供高

品质的产品， 还致力于在消费者中传播快乐，雪

花啤酒广场便是其中代表之一。雪花啤酒广场模

式多出现在夏天，为餐饮商家提供专业化的广场

式餐饮经营，由雪花独家供酒，并在广场做消费

者互动活动，不仅有美食啤酒，还有歌舞表演、抽

奖活动。这是雪花啤酒为成都人量身打造的休闲

娱乐好去处。今年世界杯啤酒广场的消费尤其火

爆，也表明了雪花致力于建设品牌体验圈的信心

和决心。该负责人还介绍，雪花啤酒后续还将推

出一系列的活动，详情可搜索：雪花官方微信或

微博（@雪花欢乐四川），即可了解最新活动信

息。

成都商报记者 王欢

雪花啤酒节引领蓉城世界杯“夜宵经济”

世界杯开赛，成都球迷在雪花啤酒节上熬夜观看世界杯 成都商报记者 王效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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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爱心义卖开启劝捐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