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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商报联合市经信委
启动的“发现成都智造——
商报邀你走进成都现代工
业”跨年公益活动，今日正式
启程，首站为中车成都公司，
50名成都市民将走进地铁7号
线车辆生产工厂，感受地铁
列车是怎样制造出来的。7号
线车辆生产工厂首次专门针
对市民开放。

50名市民
今可提前乘7号线列车

“我们有两个厂房，一个

是车体厂房，另一个是总装厂
房，都将向参观市民展示。”9
月22日，公司首列铝合金A型
车正式下线。公司相关负责人
介绍，这是成都地铁7号线的
运营车辆。“此次，等于市民提
前与7号线列车见面。”

7号线列车有哪些技术突
破？中车成都公司成轨分厂副
厂长赵泽善、中车成都公司技
术部副部长陈鹏宇将现场讲
解并解答市民感兴趣的问题。
在静调厂房，市民不仅可以走
上车，体验乘坐7号线列车的
感受，还可以见证正在异地调
试的7号线。

目前，7号线已经进入多
专业联调阶段，首列车已完成
与低压逆变吸收装置的接口

测试和CCTV无线上传测试，
正在进行车辆、信号、屏蔽门
的动态联合测试。这些，参观
市民均可以现场感受。

每周一场
见证成都现代工业发展

大力实施工业强基行动，
成都正在加快建设国家先进制
造业中心。商报邀请市民走进
成都现代工业，正是让市民一
起见证、发现、感受成都智造的
实力与未来。成都最先进的制
造工艺是什么样子？成都最高
端的“超级工厂”如何运作？甚
至，你开的车、穿的衣、搭乘的
地铁是如何“造”出来的？以后
每个周末，我们都将选取一个

最具代表性的工业企业，征集
成都市民一同“探秘”。

除了带上眼睛，我们还
欢迎你带上笔，带上相机，将
你认为最美的成都工业记录
下来。

拍下你眼中的最美成都
工业，我们将在“颜值成都·
2016全民摄影节”活动中开
设“发现最美成都工业”专
题，你的作品，有机会赢取万
元大奖，也有机会“为成都颜
值代言”。

我们同时欢迎你拿起笔，
写下你的观后感，写下你眼中
的成都工业。我们将选取优秀
作品，在成都商报重要版面刊
登，并从优支付稿费。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成都商报讯（记者 周茂梅）今天
是国家宪法日。第二届“法治社区·成
都行”颁奖活动日前举行，由成都市依
法治市领导小组办公室、市委政法委、
市司法局联合评选出了19个法治示范
社区、十大法治社区书记、十大法治文
化新地标。

“社区和则社会和，社区安则国家
安。”社区是社会的细胞，社区的法治
建设成果是落实中央全面推进依法治
国战略部署最直接的体现。十大法治
文化新地标包括锦江区明法广场、武
侯区法治文化广场、成华区建华法治
文化街区、龙泉驿区礼法洛水湿地法
治文化公园等。

市司法局副局长傅泽涛介绍，
今年以来，成都在推进全民学法用
法上进行了诸多的创新，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绩：“法律七进”规范性
工作体系更加完善，“法治大讲堂”
普法品牌更加深入人心；“聚沙计
划”推动社会力量普法效果明显，全
市共打造各类各层次的法治研发基
地21个，制作完成了群众喜闻乐见
的各类法治文化产品逾500件；“社
区法律之家”助推法律服务精准到
位，今年全市建成了“社区法律之
家”31个；服务中心工作开展专项普
法成效突出，回应民生需求开展重
要节点“精准普法”。

大力实施工业强基行动

发现成都智造 今日走进第一站
50名市民将参观生产地铁7号线列车的中车成都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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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种情形警告无效
警察可使用武器

人民警察法拟大修，新增了对警察可使用武器的情形及限制使用武器的规定

公安部网站日前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修订草案稿）公开
征求意见。修订草案稿从原有的52条增加至109条，对这部法律进行了较
大的修订，其中不乏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内容。

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当下，面对新形势和新问题，对这部法律进行修
订，有利于提升人民警察队伍职业化、专业化水平，也有利于妥善处理社
会矛盾、更好维护公平正义。

国家根据人民警察的岗
位、职务，分别规定不同的服
务年限和最高任职年龄。从事
基层一线执法执勤工作满25
年或者在特殊岗位、艰苦边远
地区从警满20年的人民警察，
本人自愿提出申请，经任免机
关批准，可以提前退休，并享
受正常退休的待遇。

国家建立符合人民警察
职业和岗位特点的工资、津
贴、奖金、补贴等保障制度；人
民警察因公致伤致残的，与因

公致伤致残的现役军人享受
国家同等标准的抚恤、优待和
保险保障；人民警察因公牺
牲、致残或者病故的，国家对
其近亲属在住房、医疗、教育、
就业等方面提供特别照顾和
帮助。具体标准和实施办法由
国务院另行规定。

点评：“目前来讲整个执
法活动面临‘案多人少’的情
形，这一系列保障措施是从优
待警的体现。”熊秋红说，对这
一职业风险高的公务群体，通

过法制化建立起人民警察的
职业保障机制非常必要。

程雷认为，“一线民警”指
的是人民警察中的执法队伍，
直接办理案件、直接行使人民
警察职权的人民警察。一线民
警工作满25年可提前退休是
公安人事管理体制改革的一
个重大创新。为了保障人民群
众生命财产安全，人民警察作
为一支武装力量，必须要时刻
保持活力和战斗力。

据新华社

人民警察遇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不得使用武器，但是
不使用武器予以制止，将发生
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除外：

（一）发现实施犯罪行为
的人属于明显怀孕的妇女或
者儿童；

（二）犯罪行为人处于人
员聚集的场所或者存放大量
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等危
险物品的场所。

人民警察遇有下列情形
之一的，应当立即停止使用驱
逐性、制服性警械或者武器：

（一）违法犯罪行为人停

止实施违法犯罪，并服从人民
警察命令的；

（二）违法犯罪行为人失
去继续实施攻击、拒捕和逃跑
能力的。

人民警察使用警械、武
器，造成人员身体伤害的，应
当及时予以救治，并立即向当
地公安机关或者所属机关报
告。公安机关接到使用武器造
成伤害的报告后，应当及时进
行勘验调查，并及时通知当地
人民检察院。

点评：“修订草案稿对不
能使用武器的行为也进行了

规定，犯罪行为人属孕妇和儿
童禁用武器，体现了柔性执法
和人道主义。”程雷说，警察的
执法必须尊重和保障人权，必
须有人性关怀。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
熊秋红认为，这样一些规定遵循
了两个基本原则，首先是必要
性原则，使用武器不能超过必
要的限度，应当与执法时面临
的危险程度以及紧迫性相符
合。其次是遵循最小侵害原则，
在使用武器的时候应尽可能减
少伤害，这充分体现了对保障公
民生命权、人身权的高度重视。

人民警察遇有下列情形
之一，经警告无效的，可以使
用武器：

（一）实施严重危害国家
安全、公共安全行为或者实施
该行为后拒捕、逃跑的；

（二）实施危及他人生命
安全行为或者实施该行为后
拒捕、逃跑的；

（三）在押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罪犯骚乱、暴乱、行凶、
脱逃，以及劫夺上述人员或者
帮助实施上述行为的；

（四）国家规定的警卫、守
卫、警戒对象和目标受到暴力
袭击、破坏或者有受到暴力袭
击、破坏的紧迫危险的；

（五）以暴力、危险方法抗

拒、阻碍人民警察依法履行职
责或者暴力袭击人民警察，危
及人民警察生命安全的。

按照前款规定使用武器，
来不及警告或者警告后可能
导致更为严重危害后果的，可
以直接使用武器。

为了拦截危及公共安全、
人身安全且拒不听从人民警
察停车指令的车辆，或者为了
排除危及人身安全的动物的
侵害，可以直接使用武器。

持有武器的人民警察遇
有违法犯罪行为人拒不听从
该人民警察保持安全距离的
指令，或者接触其武器时，有
权根据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
使用武器。

点评：“现行的人民警察
法是1995年开始实施的，20多
年的时间过去，社会情况发生
了很大变化。”中国人民大学
法学院副教授程雷说，武器使
用情况在实践中非常复杂，也
出现了一些滥用武器的问题，
所以需要法律进行明确的规
定和授权。

程雷说，修订草案稿对警
察使用武器进行严格的规范，
对于持有枪支执行警务的警
察有明确的执法边界，能够有
效防止警察滥用武器。同时，
修订草案稿也对警察使用武
器的情形进行了授权，当用则
用，在应当使用武器的情况下
可以依法使用、大胆使用。

警察使用武器当用则用,依法大胆使用

犯罪行为人属孕妇和儿童禁用武器

一线民警工作满25年可提前退休

成都商报讯（记者 王垚）昨日，
2016年12月四川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工作人员公共科目正式开考。今日，四
川省公务员招考开考。

昨日，共有12625名考生走进了考
场，竞争省级事业单位和四川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的418个岗位、573个名额。
招聘单位包括省教育厅、省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省农业科学院、省供销合作社联合
社等。

考试科目有《综合知识》、《教育公
共基础》、《卫生公共基础（不含中
医）》、《卫生公共基础（含中医）》4个公
共科目和部分专业科目。报名并缴费
的人数总计16670人，缺考4045人，缺
考率24.27%，考录比为22：1。

这次考试在成都10个考点举行，
此次招聘的418个岗位中，竞争最激烈
的岗位是四川省健身气功管理中心管
理职位，招聘1人，783人参考，考录比
为783：1。该职位要求本科及以上学
历，不限专业。

报考人数最多的岗位是四川省省
级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公积金业务审
核，招聘4人，1144人参考，考录比为
286：1。

今日，四川省2016下半年公招开
考。包括2016年下半年全省公安机关
考试录用公务员（人民警察）、2016年
下半年全省监狱戒毒系统公开考试录
用公务员、2016年下半年部分市（州）
公开考试录用公务员考试三大类。本
次公招共设招考职位3163个，拟录用
名额6930人，应考人数与录用名额之
比为28：1。

成都商报讯（记者 韩利）日前，省
发改委和省财政厅联合下发通知，公
布了外事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项目
及标准，其中在成都办理签证的收费
标准为每人每国100元。

重新审核后的外事部门行政事
业性收费项目包括认证费和代办签
证费。在认证费中，商业文件的收费
标准为每份100元，民事类证书每证
50元，领事认证加急费每份（证）收50
元。在代办签证费中，在成都办理签
证，每人每国100元；赴北京办理签
证，每人次第一国350元，每增加一国
加收100元；赴重庆、云南办理签证，
每人次第一国200元，每增加一国加
收100元。

通知要求，外事部门行政事业
性收费须经外交部授权，按管理权
限开展。不得自立收费项目，自定收
费标准。办理其他证照，填报申请
表、单、卡及提供其他服务时，均不
得收费。

在成都办理签证
外事部门代办费
每人每国100元

四川省事业单位公招开考

竞争最激烈岗位

783：1

制图 王雪

据新华社电 中央军委军队
规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工作会
议12月2日至3日在京举行。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
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在会议

上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强调，要把握军队规

模结构和力量编成改革的战略举
措。要坚持减少数量、提高质量，
优化兵力规模构成，打造精干高
效的现代化常备军。要坚持体系

建设、一体运用，调整力量结构布
局，打造以精锐作战力量为主体
的联合作战力量体系。要坚持需
求牵引、创新驱动，改革作战部队
编成，打造具备多种能力和广泛
作战适应性的部队。

减少数量 打造精干高效的现代化常备军

“发现成都智造——商报邀你走进成都现
代工业”跨年公益活动预报名还在继续，选出
你最想去的点位，注明“预报名”，留下个人信
息，我们将根据热门程度，筛选出最终点位。

预报名继续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