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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省检察院举行未成年人
检察工作十大典型案例新闻发布会。
会上，郫县检察机关借助“互联网+”
解决附条件不起诉异地考察难题成
功入选十大案例。

应对移动互联网趋势，成都市检
察院通过“两微一端”等三大检务公
开系统，着力打造“指尖上的检察
院”。过去一年，市检察院官方微博荣
获“全国检察机关微博十强”、全省司
法系统政务新媒体第一名。市检察院
被评为全国检察机关首批“科技强检
示范院。”

在校生故意伤害案
“互联网+”解决难题

为在毕业离校之前“疯狂”一下，
2014年5月，尹某某与三名同学一起
在学校宿舍内无故殴打同班同学罗
某某。三人拳打脚踢造成罗某某腹部
外伤、脾脏挫裂伤。在案件办理中，鉴
于尹某某等四人系在校学生、案发后
投案自首、在父母协助下积极赔偿被
害人罗某某的损失、认罪态度较好、
具备有效家庭监管、教育条件等，郫
县检察院在召开不公开听证会后决
定对尹某某等四人附条件不起诉，考
察期6个月。

但由于尹某某等四人家住外地，
不便于附条件不起诉的考察和监督，
郫县检察院经过思考，针对此案制定
了“互联网＋”的考察方式。

办案检察官将互联网的微信，微
博，电话、视频三个平台相结合，实现
对四人的实时动态考察：利用微信平
台，四人定期向考察人员报到并推送
自己所处位置，检察官可以随时了解
其是否离开所处的县、市；利用电话、
视频平台，检察官保持与四人的零距
离接触，了解四人生活、思想情况；利
用微博平台，考察人员发起读书讨
论，对四人进行法制教育。

“两微一端”
动动手指头就可举报

去年6月16日，在经过4个月的试

运行之后，成都市检察院移动客户端
“成都检察APP”正式上线。成都检察
APP包括新闻动态、重要案件权威发
布、法律文书公开、以案说法等版块
内容。这是成都检察机关继微博、微
信后，又一个可以实现和市民通过移
动互联网互动的平台。

“为确保内容的时效性，我们将
APP与官方网站后台融合联通，做到
了检察信息同时发布、同步展现。”市
检察院相关负责人介绍。

除检察信息外，“成都检察APP”
注重服务功能。“我要举报”和“检务
公开”两个服务版块中，通过检察长
信箱、接访预约、律师预约、检察人员
违法违纪投诉等内容，市民只需动动
手指头触摸手机显示屏就能实现举
报和预约检察官。

此外，去年9月，新改版的成都市
检察院官方微信平台“成都检察”（微
信号：chengdujiancha）也正式和网友
们见面。服务功能，也是改版的主要
方向。新改版的“成都检察”在界面上
进行了开发，设置有“走进成检”“服
务大厅”“精品推荐”三大栏目，其中

“走进成检”链接了成都市检察院的
官方网站、两大微博、手机APP，实现
了各个平台之间的自由转换，方便市
民查看订阅。“服务大厅”则主要体现
在它的服务功能上，在这里你可以查
看成都市检察院权威发布的重大案

件，可以对法律文书进行查询，还可
以进行在线举报，同时还开通了代表
委员律师通道。

站在风口上
一个H5七千人点赞

打造“指尖上的检察院”，市检察
院努力将新媒体作为检察新闻宣传的
新平台、展示检察形象的新窗口、联系
人民群众的新纽带。积极组织全市检
察机关参加检察日报社举办的首届

“H5点燃检察情——划动指尖、定格
精彩”检察新媒体创意大赛。创作的

《双节到：成都检察官有话对你说！》和
彭州市检察院创作的《拒绝高利诱惑，
远离非法集资》从全国各级检察机关
270件有效投稿作品中脱颖而出，赢得
大赛最高奖10个金奖中的两席。H5作
品《我是小小检察官》浏览量更是达到
了144124人次、点赞量为7698人次，

《成都蒲江检察“神技能”大揭秘》浏览
量达47967人次、点赞量为5011人次。

不断将检察功能嵌入至移动互
联网，最终也硕果累累。过去一年，市
检察院官方微博荣获“全国检察机关
微博十强”、全省司法系统政务新媒
体第一名。成都市检察院被评为全国
检察机关首批“科技强检示范院。”

成检宣 成都商报记者 张柄尧
摄影报道

据了解，随着国内多个自贸区逐步开放
与世界各国的自贸协定，截至目前自贸伙伴
遍及亚洲、拉美，大洋洲、欧洲等地区，自由
贸易的时代已经来到我们的身边。领海国际
依托国内各大自贸区资源优势，大幅拉低进
口商品价格。据领海国际负责人表示，领海
国际所销售的商品均为完税商品，通过与源
头供应商建立采购关系，取得一手价格，不
收取繁杂费用，主动降低了进口商品的价
格，最终实现直接售卖，所售商品手续完备，
品质也有保证。此外，领海国际还开通了线
上跨境直销平台，成都市民到店内的电脑触
摸平台输入身份证号码完成注册后，通过领
海国际线上跨境直销就能享受买进口商品
500元以下免税的优惠。

据了解，无论是与线上平台，还是线下，
领海国际商品价格都比较优惠，真正让广大
市民足不出城就能买到货真价实的“平价”
进口商品，免去了手续复杂的海外代购、托
购等手续及相关费用。

“领海国际”首家实体体验中心位于高
新区天久南巷338号百益超市内，它是一个
面积达400平方米左右的独立区域，作为领
海国际跨境直购体验中心，店内有来自全球
数十个国家的海鲜、牛羊肉、生鲜水果、母婴
用品、酒水饮料、休闲食品。它们包括南美等
地的野生龙虾，美国阿拉斯加海域的鳕蟹，

加拿大黄金蟹，俄罗斯、智利、法罗群岛的海
产王蟹，朝鲜的红毛蟹，大西洋、太平洋、北
冰洋的红绸鱼、石斑鱼，智利、挪威的三文
鱼，另外还有世界各地的虾类、贝类等数十
种珍稀海鲜。除了品种丰富的海鲜，这里还
有来自澳大利亚、新西兰、丹麦的牛羊肉、猪
肉，有各个国家的新鲜水果，欧美、澳大利亚
的奶粉及相关的母婴用品，以及多个国家的
酒庄葡萄酒、洋酒、清酒、啤酒等。此外还有
各种饮料、休闲食品等。据“领海国际”相关
负责人称，为了让更多的成都人惠顾体验中
心，借开业之机，店内推出数十个爆款产品，
加拿大红虾只要88.9元一只，丹麦皇冠五花
肉20.8元400克，新西兰的草饲牛腩仅38.9元
……除了这些，海鲜类爆款有，越南巴沙鱼
鳍28.8元/两斤；阿根廷红虾188元/盒（四
斤）；加拿大胡瓜鱼15.6元/包（500g）；加拿大
多春鱼26.8元/包（300g）；厄瓜多尔鲳鱼27.9
元/包（600g）；猪肉类产品有丹麦皇冠猪梅肉
扒20.9元/包（400g）。牛肉类产品有澳大利亚
牛汤骨13.8元/包（500g），新西兰牛臀肉37.9
元/包（500g）。

另据了解，今日开业当天到现场，领海
国际实体购物体验中心还有更多惊喜等着
您哟。此外，作为成都商报买够网的战略合
作伙伴，近期也将在线上线下推出一系列买
够网粉丝的跨境食品特惠购买活动。

借助“互联网+”
打造“指尖上的检察院”

成都人也能买到
自贸区跨境保税商品了
领海国际跨境商品实体体验中心今日开业

国外海淘动
辄一两个月的速
度太慢，市场上
高昂的价格使得
你着实不忍心下
手，一些非正规
购物渠道的商品
又会让你担心买
到假货……不过
从今日起，青睐
进口商品的成都
消费者不用发愁
了，随着“领海国
际”实体购物体
验中心的开门迎
客，这些问题已
经迎刃而解了。
依托于国内各大
自贸区的资源优
势，这里汇集了
近万种进口商
品，包括休闲食
品、海鲜、水果、
酒类等，在家门
口，你就能开启
“海淘”模式，买
到来自正规渠道
的进口商品了。

23岁的河北小伙子，将老板打
昏，拿走27万余元现金后潜逃。他带着
现金一路打车，先从东北至国境线，再
辗转奔赴西南，最终在广元落网。目
前，嫌疑人正在被羁押回当地的途中。

11日早上6点多，广元出租车司机
王先生载着一位乘客前往绵阳。抵达
陵江收费站时，按规定要到该收费站
旁的广元市公安局出租车管理办公室
值班岗亭办理出城登记。在值班人员
例行检查时，被打开的行李包“惊呆
了”！“除了3万元是按每沓1万元捆扎
好的外，其余均是散开的百元大钞，装
了满满一口袋。”王先生回忆说。值班
人员立即对该乘客的身份证进行详细
查询，发现他与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
县发生的一起抢劫案的犯罪嫌疑人极
其吻合，便将该乘客控制。

后经广元警方证实，该乘客名叫
郭军（化名），现年23岁，正是河北一抢
劫案的嫌疑人。据办案民警介绍，去年
12月27日晚，昌黎县公安局接到群众
报警，县城一铝合金门窗加工厂老板
被人击晕。据苏醒后的老板回忆称，
他遭钝器击打晕倒，醒来后，发现27
万余元货款不见了。后经受害人确
认、警方判定，受害人加工厂的学徒
郭军有重大嫌疑。随即，昌黎县公安
局通过公安系统内网发布了针对犯
罪嫌疑人郭军携款潜逃的协查通报。
成都商报记者了解到，郭军为昌黎县
当地人。经办案民警的初步询问，在
携款潜逃的这半个月，他曾北上到达
黑龙江，直至中俄边境，发现无路可
逃。于是，一路乘坐出租车往西南方
向逃窜。郭军采取分段打车的策略，
为此花费7万余元。被警方控制时，身
边现金还有13万余元，其它钱款的去
向还在调查中。

接到广元警方的警情通报后，
12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昌黎县公安
局刑警大队两名办案人员赶到广
元，在广元市警方的协助下，于13日
将嫌疑人郭军带回当地，截至记者
发稿时，郭军还在羁押途中。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罗思章

厨房内的下厨房内的下
水管被顺着管水管被顺着管
道掉下来的砖道掉下来的砖
头砸坏了头砸坏了，，家中家中
的泡菜坛的泡菜坛、、电饭电饭
煲等也被砸坏煲等也被砸坏。。
资阳城区一小资阳城区一小
区一楼住户王区一楼住户王
大爷在找楼上大爷在找楼上
1212户住户索赔户住户索赔
无果后无果后，，怒而将怒而将
下水管道堵住下水管道堵住。。

下水管道被下水管道被
堵堵，，楼上的住户楼上的住户
也急了也急了，，污水无污水无
法通过下水管法通过下水管
流走流走，，因而涌出因而涌出
致使房内积水致使房内积水
……目前……目前，，事发事发
居民楼的下水居民楼的下水
管通过改变线管通过改变线
路路，，已经解决了已经解决了
排水问题排水问题。。

击晕老板拿走27万
河北小伙潜逃广元被抓

双方都侵权
对于该小区一楼住户和楼上住

户的做法，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律师
邓庆认为，一楼住户王大爷和楼上
住户都存在侵权行为。

邓庆介绍，根据《侵权责任法》，
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或者从建筑物
上坠落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难以确
定具体侵权人的，除能够证明自己不
是侵权人的外，由可能加害的建筑物
使用人给予补偿。“也就是说，如果王
大爷找不到砖头是楼上哪家住户丢
的，可以通过起诉楼上所有住户，让
楼上住户承担相应损失。”

邓庆还认为，王大爷堵塞居民
楼共用下水管的行为也是侵权行
为，存在过错，楼上住户也可通过起
诉索赔。

律师观点

黄泥井社区居委会相关负责人
介绍，下水管被堵后，污水反涌到楼
上居民的厨房里，楼上住户又开始
反映这个事情。“这时，楼上有些住
户又同意赔偿了，并提出下水管道
仍从王大爷厨房中经过。”该负责人
说，但此时，王大爷不愿意了。

对此，王大爷说，“我当时找他
们要赔偿，他们不干。现在，再来解
决，损失不好计算了。而且，因为这
个事情，我好几天没卖鱼。这个损失
又咋算？”

最终，在社区等单位的协调下，
2楼一位业主同意在自家厨房中另
铺管道引入主污水管，以解大家的
燃眉之急。该栋楼一位杨姓居民告
诉记者，最终的解决方案是，在2楼
业主的厨房水池中央凿开一个洞
口，从灶台下方铺设一根管道通往
屋外，在不经过1楼业主厨房的情况
下，直接连接楼底埋置的排污管道，
总算解决了此问题。

楼上掉下砖：砸坏下水管 污水流淌

记者在该栋居民楼采访时，有住户也承认，下水管道
刚被砸坏时，王大爷的确挨家挨户找过，市场管理方及社
区居委会等也组织过多次调解。“但的确有很多住户不愿
意赔，其他愿意赔的也认为，该大家一起赔，所以最后就
没谈拢。”

在等待了四天五夜，市场管理方及社区等多次协调无
果后，王大爷说，自己在无奈之下，找来工人，将下水管道截
断堵住。加上维修自来水管，王大爷一共花费了400多元。

下水管被堵住后，楼上的住户也着急了，因为污水无法
通过下水管流走，居民的生活污水便涌了出来，致使厨房内
出现积水，房屋天花板、墙体及部分木质家具浸水。被王大爷
堵住的下水管，是该居民楼二单元和三单元共12家住户共用
的。“下水管被堵后，先是2楼冒水，厨房到处都是。然后一楼一
楼往上面堵，最后5楼都冒水了。”该居民楼一住户说。

四天五夜：协调无果 堵住下水管道

解决办法：
下水管道曲线改道

圈内所示为王大爷家中截断堵住的下水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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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图 王雪

“领海国际”实体购物体验中心内的商品

检察开放日，市民正在扫码关注成都检察院

昨日下午，成都商报记者来到事发所在的资阳城区静
苑小区，事发的2号楼共有7层，其中一楼为商铺。虽然目前
事发居民楼的下水管在改变线路后已经解决排水问题，但
回忆起这次事件，2号楼二单元一楼的商户王大爷及其老伴
很郁闷。

一楼是门市，王大爷在此卖鱼，商铺内有厨房和卫生
间。据他回忆，去年12月20日晚，厨房内的下水管被顺着管
道掉下的砖头砸坏了，污水横流。导致下水道下方的2坛泡
菜、1个电饭煲和自来水管被砸坏。“下水管是被顺着下水管
掉下的一块砖头砸坏的。”王大爷说，此前，该下水管道被堵
塞了几次，还改过线路。次日白天，王大爷找来农贸市场的
工作人员，希望能解决此事。

王大爷至今还保留着那小半截砖头，成都商报记者看
到，砖头长约10厘米，宽约三四厘米。东门市场办公室的工
作人员凌锡奎证实，在事发后他曾到现场查看，发现这块砖
头卡在下水管上。凌锡奎认可这块砖头是顺着下水管掉下
来的说法。

事发后，市场方及所在的黄泥井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
均多次调解此事。据社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调解中，王大爷
提出在修好下水管的同时，希望楼上的住户赔偿他损失的
240元，但楼上住户均说砖头不是自己丢的，闭口不谈赔偿
的事，有的甚至连维修费也不愿出。“最初，王大爷说哪个丢
的（砖头）找哪个赔。没人承认后，他就提出让楼上的住户一
起赔他。”

“我一家一户去说了，但没人赔偿我。”王大爷说，虽然
事发后停水3天，但楼上仍有住户用水，污水顺着砸坏的管
道流下来，他和老伴只能用水桶等器皿接水。每天到煮饭
时，夫妇俩甚至要接五六桶污水。“很臭，那几天我们饭都不
能煮，还是女儿给我送来的。”对此，王大爷很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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