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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场舞升级“广场武”

有趣有益但别误伤街坊

在公安部发布的《交通事故处理工作

规范》中明确规定：交通事故处理中，交通

警察应当根据现场情况，划定警戒区，白天

在距离现场来车方向50米至150米外或者路

口处放置发光或者反光锥筒、 警告标志、告

示牌等。而在高速公路，规定为：白天在距离

现场来车方向200米外停放警车示警， 放置

发光或者反光锥筒、警告标志、告示牌等。

为尽量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驾驶

员在遇到事故后， 首先要判断一下车辆是

否能移动，如车辆仍可移动，要尽量将车辆

停入紧急停车带。在车辆不能移动时，要持

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 在故障车来车方

向150米以外设置警告标志，车上人员不可

以停留在车内或行车道上， 而应当迅速转

移到右侧路肩上或者应急车道内， 并且迅

速报警。

成都商报记者 桑田

“二次事故” 如何才能有效防范

车辆故障后

不可留在车内或行车道上

昨日，四川省艺体本科批次录取正式宣

告结束， 记者从省高校招生录取场获悉，本

批次招生学校共335所，其中省内学校42所，

省外学校293所。原始计划共15426人（含对

口高职计划6人），经过两次志愿征集，最终

录取考生17114人 （含艺体本科免费师范

生），超额完成招生计划，多录取了1688名考

生。今年也是四川省艺体招生录取政策调整

较大的一年， 通过增设艺术本科提前批、实

行专业大类投档等5项改革， 有效地促进了

考生的录取。

首先，据录取场相关负责人介绍，从今年

开始，四川省在往年划分艺体类本科、专科两

个录取批次的基础上， 增设一个艺术本科提

前批。 参加本批次录取的院校为经教育部批

准的不做分省来源计划的本科院校。“由于艺

术本科提前批的招生院校主要为省外院校，

且本批次的录取不影响后续批次的录取，报

考生源丰富，向省外院校输送的艺术考生701

人，增幅17.62%。”

其次，实行专业大类投档后，考生落榜风

险也进一步减小。 过去艺术类专业按每个专

业进行投档，形成一个专业一条投档线，落榜

风险较大。从今年起，四川省对省内院校和认

定四川省专业统考成绩的省外院校， 在相同

考试科目、相同投档模式的条件下，在艺术类

（音乐类除外）专业本科批和专科批录取时，

实行按专业大类划线投档， 由院校在投档考

生中按考生专业志愿择优录取。

其三，四川省今年艺体类招生志愿设置

也有所调整。艺术类提前本科批志愿设置为

一个院校志愿，3个专业志愿，1个是否服从

专业调配选项。艺术类（不含音乐类）本科

批第一志愿、第二志愿均设1个院校志愿，各

院校志愿内设5个专业志愿和是否服从专业

调配选项；第三志愿为5个平行院校志愿，不

设置专业志愿。据悉，此项调整扩大了考生

的专业选择面，让考生有了选择多个专业的

机会，同时也让高校在专业录取时有了更多

的择优空间。

第四， 今年四川省普通高校艺体类专

业考试时间提前到春节前进行。 由于艺体

专业考试时间提前， 考生有更充裕的时间

复习文化课程， 使得考生文化成绩全面提

高。同时，由于考生备考充分，专业成绩也

同比提升。

第五，从今年开始，四川省省内院校编导

类专业的投档模式得到统一， 即省内院校编

导类专业投档时，在考生文化、专业成绩均达

到省控线的基础上， 按考生文化成绩从高分

到低分排序投档供院校审录。 据这位负责人

介绍， 此项改进有利于引导和促使报考编导

类专业的考生更加注重文化素养， 而从录取

结果来看， 很多招生院校调档线比以前有了

较大提升。

艺体专科批次考生电子档案已于前晚向

在四川省招生的院校投出， 本批次招生原始

计划22961人， 由于部分学校有增投计划，最

终执行计划25029人，第一志愿投出17516人。

在艺体专科批次开始投档前， 四川省省属院

校免费师范生专科录取工作已经进行， 今年

招生计划共300人，录取298人。

成都商报记者 汪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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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招考改革显成效：艺体本科多录1688人

四川省艺体本科批次录取结束，5项政策调整促超额完成招生计划

成都商报讯（记者 汪玲）

近日，“四川城

市职业学院”被网上一份所谓“红头文件”：

《关于公布〈受到国家教育部警告违规招生

的部分院校〉的红头文件通知》标注为“违

规招生高校”，称填报这些院校后“志愿无

效也无法签字投档”。这份所谓“文件”介

绍了12所“违规招生高校”，其中包括：四川

城市职业学院、四川现代职业学院、成都软

件职业学院。 省教育厅日前已就此下发公

告，对这一“文件”进行公开辟谣，称“系不

法分子伪造”。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招生就业

处处长周斐也表示， 目前校方已向公安机关

报案。省教育厅特此提醒考生，家长还有疑

问，可参考四川省教育厅、四川省教育考试

院官网公布的《四川省地方属高校2014年

招生录取通知书签发人名单》。

艺体招录调整

带来哪些好处

同步播报

四川两高职院校报警：

真学校上了“假大学榜”

跳蹬河街道经济发展、城市管理、安

全稳定等工作成效显著， 在全区街道中

名列前茅。社会治理创新亮点纷呈，街道

锦绣社区、 连心苑院落被列为全省网格

化服务管理建设培训会现场观摩点位。

成都商报记者 王天志 摄

《<天上的菊美>你看了吗？》

菊美跑到巴姆的学校求婚， 突然外面开

始打雷，菊美意识到马上就要下暴雨，可能引

发泥石流， 于是毫不犹豫准备投身 “战斗”

中，就在那一刻，巴姆答应了求婚。我想巴姆

也是为菊美的爱民奉献精神所感动吧！

菊美接到电话说巴姆给他生了个男娃，

菊美高兴得像个孩子，激动得不知所措，正准

备驱车回家看儿子时，牧民上门求助，他立马

答应全身心投入工作中。因为在他心中，群众

事永远排第一。工作空隙间，他跑到一个山谷

边，对着家乡的方向用他沙哑的声音喊着：巴

姆……巴姆……

作者：

MaggieC2

《<兰辉>：奏响“公仆精神”之歌》

兰辉，清香如兰、人生辉煌，以花中君子为

姓，以光明灵照为名，意义深远的名字似乎早

已刻写出他不平凡的一生。兰辉，一名千万个

党的基层干部中的普通一员， 却用最朴实、最

诚挚、最谦逊、最务实的作风，赢得了同事的赞

扬和百姓的尊敬；而其扎根基层，默默奉献，一

心为民、 舍小家顾大家的公仆精神和为民情

怀， 更是其用生命践行群众路线的真实写照

……电影《兰辉》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也

只是我们缅怀兰辉同志的一种方式，但却能从

中给予我们情感上以共鸣、精神上以慰藉和工

作生活上以激励。

作者：唐亦瑭 （请作者速与本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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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的菊美》《兰辉》收获盛赞

观影者通过影评等传递心声：电影画面精美，观者从中获得生活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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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专项治理住宅质量

昨日，市建委印发的《成都市住宅工

程质量常见问题专项治理工作实施细

则》中，明确了十二项质量常见问题，包

括：地下室混凝土开裂、填充墙裂缝、外

墙开裂和渗漏、 排水管道水封设置不合

理及地漏水封深度不够、 开关和插座位

置不满足使用功能或存在安全隐患等。

市建委质安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次治理将在未来三年内， 从设计起开始

把关，在材料、施工工艺上做好文章，同

时还要辅助其他检测手段， 通过科研手

段攻克质量问题。

阳晓静 成都商报记者 辜波 实习生 彭何

上半年四川GDP

同比增8.5%

� � � � 12697.4亿元、8.5%， 这是四川今年

上半年交出的经济答卷。 根据昨日

“2014上半年四川省经济形势新闻发布

会”的通报，今年上半年，四川全省实现

地区生产总值 （GDP）12697.4亿元，按

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8.5%，增速比全

国平均水平高1.1个百分点。

在GDP的占比中，第一产业增加值

为1326.6亿元，增长3.9%。第二产业增加

值7088.2亿元，增长9.3%。第三产业增加

值4282.6亿元，增长8.5%。

另外，四川投资呈现平稳增长。上半

年， 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1651.3亿元，

同比增长13.0%。其中，固定资产（不含

农户投资）11058.5亿元， 增长17.3%。其

中，出口额219.1亿美元，增长11.9%，增

速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1个百分点； 进口

额117.8亿美元，增长13.7%。

四川省统计局总经济师、 新闻发言

人熊建中认为，总体来看，上半年全省经

济运行正常，“今年要完成9%的GDP增

长目标压力较大，但趋势是好的，我们依

然保持信心。”

成都商报记者 祝迅

电影《兰辉》和《天上的菊美》，都让

观众备感震撼。

观众刘先生看到，“兰辉从不高高在

上、不娇贵，不摆官架子，总是把自己的位

置放得很低。他始终将自己放在低处，视官

德为根本，几乎没有一丝排场。在他身上，

我们看不到官本位思想， 看到的只是一个

平易近人、待人谦和的好干部。”

网友“逸西”说，兰辉从群众中来，又

回到群众中去；他坚持走群众路线，数年如

一日。 一个共产党员先人后己的思想和高

尚品德，在他身上得到了诠释。他替家人做

得太少，为别人付出太多。

网友“涂三顺”看了《天上的菊美》大

为感动：“从修路开始就哭。 天上的菊美，

从头哭到尾。”

网友“向暖的Kidult”点评说，主旋律

电影《天上的菊美》几乎用了《西藏的天

空》原班人马，阿来仍是监制。电影真人真

事，并不乏味，很接地气的表述，张驰有度。

导演喜欢用慢镜头， 给男主角的独白和整

个电影的美丽画面点赞。

成都商报记者 余文龙

成都商报讯（记者 张世豪）

现实主义题

材电影《天上的菊美》《兰辉》 正在成都上

映， 不少单位、 团体通过包场的方式观看该

片。在观影过程中，这两部影片受到了现场观

众热烈追捧。不少观众表示，这两部影片都是

取材于真人真事， 具有很强的时代价值和教

育意义。

影评摘录

“接地气不乏味

从头哭到尾”

永不动摇信仰 永不脱离群众

一夜过后，汶川交警大队院内，已经铺上

了一层红色的“花朵”。在到汶川之前，所有

人都瞒着李富龙从远方赶来的母亲张兰秀，

只说李富龙遭遇了事故。“在到汶川的路上，

老人一直以为目的地是县医院。 虽然同样心

疼，她还是坚强地说，儿子受了罪，养个月伤

就好了。我们的车开到交警队，老人一下就崩

溃了……”

昨天上午， 李富龙高位截瘫的父亲李法

全也从千里之外赶到儿子灵前，“从小他就特

别懂事……” 今年51岁的李法全坐眼中闪过

泪光，语音越来越哽咽。“他三四岁的时候，我

给他买了一件小警服，他穿上后特别神气，从

此就说以后长大要当警察。”母亲张兰秀一边

抹着眼泪，一边对记者说。高中毕业时，家人

都希望李富龙能够上大学， 但心怀梦想的他

却参了军，“他总说， 男子汉要报效祖国。”

2008年，就在李富龙认真备考警校的同时，李

法全在老家遭遇了一次大车祸， 当时伤势非

常重，不过后来经过抢救总算是抢回了性命。

然而脊椎严重受伤的父亲，再也无法下床。

李富龙1岁多的女儿小名叫 “飞飞”，妻

子陈慧说，“飞飞” 这两天跟往常有些不同，

每天晚上都睡不好觉， 老是在找爸爸。“她爸

爸、爸爸地叫，我的心里简直在滴血。”陈慧哭

泣起来，飞飞也哭了。

昨日，一纸唁电也送到了李富龙灵前。公

安部交管局致电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惊悉汶川县公安局交警大队银杏中队民警

李富龙同志在交通事故现场为保护群众不幸

牺牲， 谨对李富龙同志的逝世表示沉痛的哀

悼，请代向其家属表示亲切的慰问。”这份唁

电同时还表示， 希望四川省公安厅交警总队

认真做好李富龙同志的善后和抚恤工作。

一天18起事故的隧道里

遇上31次违规的车

交警李富龙殉职地事故多发，限制时速从曾经的80公里降至40公里

25岁的山东小伙李富龙高大、帅气。在工作中，他曾两次与死神擦肩而过，而在7月19日中

午，他却在自己的辖区内，在处理交通事故时，被飞驰而来的失控越野车撞倒而殉职（本报昨日

报道）。

李富龙抛洒热血的银杏隧道，已经多次成为新闻发生地。据媒体报道，这条隧道左右线全长均

超3.5公里，设计之初，其行车时速是80公里。但如今，这个数值已经降低了一半，究其原因，是这短

短3年间，其内已经多次发生群死群伤事故。李富龙的同事说，这里平均一天都要发生七八起事故，

最多的时候一天达到18起！这条隧道，为何事故多发？这与结构和地理位置有无关联？

事发地：银杏隧道

进入时就很可能引发侧滑

今年5月3日23时30分左右，九寨沟县人民

医院一辆运送病人转院到成都的救护车，在都

汶高速与一辆因故障停在右道的大货车发生

碰撞， 造成3人死亡、2人受伤 （本报曾作报

道）。这次事故，就发生在银杏隧道中。而当时，

李富龙也参与了这起惨烈车祸的现场处置。

一年前的2013年5月1日晚上， 一辆从九

寨黄龙景区返回成都的旅游客车在都汶高速

银杏隧道内突然失控， 大巴连续三次撞击隧

道内壁，水平旋转了三周才停下，横在了隧道

中。紧随其后的另一辆旅游大巴为躲避前车，

也失控撞上了隧道内壁。 两起事故共造成33

名乘客受伤。

李富龙的同事介绍说， 这条隧道平均每

天都要发生七八件事故，最多的一天，发生过

18起事故。 这里以前是全水泥路面，“特别是

雨天，这条隧道内还有一些坡度，下雨路面湿

滑，很容易出事。”李富龙的同事徐绍文说。除

此之外，银杏隧道呈现整体较为平直，但两端

入口略带弯度的形态。在驶入隧道时，如果车

辆在转弯的同时猛踩刹车减速， 就很可能引

发侧滑事故。 李富龙牺牲之前处理的一件单

车事故， 正是一辆商务车在进入隧道口后不

久发生了侧滑。正因为此，银杏隧道的路面目

前已经进行防滑粗糙处理。

成都商报记者看到，在银杏隧道，虽然限速

标志随处可见，“慢行”、“谨慎”的提示也十分

醒目，一些驾驶员依然没有减速，而是保持较快

车速。都汶高速交警卢宇介绍说，高速交警已经

把该隧道限速下调至每小时40公里。 这一举措

正是考虑到该隧道事故多发而做出的。“如果

按照40公里时速跑， 发生事故的可能性将降低

很多。”交警表示。

肇事车辆

一年累计违法31起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 肇事的陆地巡洋舰

川A5858Q从2013年8月至今， 尚有31起违法记

录未处理———从成都市内到都汶高速，该车涉

及违反禁令标志、超速、违章停车等多项违法。

据了解，目前，肇事越野车驾驶员余某因

涉嫌交通肇事罪，已被交警控制。下一步，将

等待交警部门进行责任认定， 警方正对此次

事故展开进一步调查。

>>追问事故

>>追思李富龙

银杏隧道

为啥事故频发

核心

提示

观影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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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云贵

川 联 销 “ 天 天 乐 ” （

22

选

5

） 第

2014194

期 开 奖 结 果 ：

06

、

01

、

16

、

03

、

04

。一等奖

1

注，单注奖金

15069

元。

●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3D

”第

2014194

期开奖结果：

626

， 单选，

17987

注，单

注奖金

1000

元，组选

3

，

13938

注，单注奖金

320

元，组选

6

，

0

注，单注奖金

160

元。

●

中国电脑

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七乐彩”第

2014084

期

开奖结果：基本号码：

10

、

18

、

27

、

17

、

24

、

13

、

25

。

特别号码：

06

。特别奖

0

注，单注奖金

0

元。一等

奖

3

注，单注奖金

622526

元。二等奖

7

注，单注

奖金

38113

元。奖池累计金额

0

元。（备注：以上

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彩信息

25岁交警救人殉职

地势原因：

北高南低

隧道内有坡度

路面原因：

之前曾经全

是易湿滑的

水泥路面

车速原因：

南北几乎都是直

线行驶，这里突然

有弯道需减速。如

果车辆在转弯的

同时猛踩刹车减

速，就很可能引发

侧滑事故

伤人隧道

最多一天18起事故

肇事车辆

身背31起违法记录

制图 王珏菲

截瘫父亲：他三四岁就说要当警察

《天上的菊美》剧照

《兰辉》剧照

●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

销“排列

3

和排列

5

”第

141941

期排

列

3

直选中奖号码：

046

，全国中奖注

数

10417

注，每注奖金

1000

元；排列

5

中奖号码：

04648

，全国中奖注数

66

注，每注奖金

10

万元。

●

“超级大乐透”电脑体育彩票

14084

期开奖结果：

09+28+02+11+07 05+09

。 一等奖

7

注，每注奖金

7224209

万元；一等奖（追加）

1

注，每

注奖金

4334525

元； 二等奖

126

注， 每注奖金

53920

元；二等奖（追加）

75

注，每注奖金

32352

元。

滚入下期一等奖奖池奖金

875765643.98

元。

拿出实际行动

形成工作支撑

邛崃以坚决态度和有力举措落

实“两个责任”

昨日上午，邛崃市委书记潘祖龙、市

长万仲全、纪委书记邱伟做客“廉洁成

都”网站，就“强化‘两个责任’，落实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接受在线访谈，与

网友进行互动交流。

访谈中潘祖龙介绍， 邛崃已制定了

《关于落实党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

和纪委监督责任的实施意见》，从履行领

导责任、履行管理责任、履行惩处责任、履

行示范责任、履行支持责任五大方面对党

风廉政建设党委主体责任进行了强化。

此外，邛崃还以市委名义出台《邛

崃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任务分

工》等文件8个，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任务分解量化为10大类92小项，

分别落实到16位市委、 市政府领导和43

个牵头单位， 着力解决党风廉政建设中

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邛崃市市长万仲全表示， 邛崃市创

新推行领导在一线指挥、 方法在一线研

究、措施在一线落实、问题在一线解决、

干部在一线培养、 作风在一线检验的

“六个一线” 工作法， 市级领导率先垂

范，深入一线，确保全市42个住房重建安

置点全面开工。

邛崃市纪委书记邱伟表示， 纪委作

为党内监督的专责机关， 履行党风廉政

建设的监督责任，将主要在“组织协调、

监督检查、案件查办和警示教育”四个

方面下功夫。

成都商报记者 韩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