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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建设成都三级网格员、用大
数据服务调解工作、建成都知识产权
法庭、一线干警执法过程全程录音录
影……2 月16 日，记者从成都市委政
法工作会议上获悉，在2016年多项政
法工作经验被作为典型在全国推广的
基础上，今年，成都将从维护政治安
全、防范化解管控各类矛盾风险、推进
司法体制改革、突出信息化智能化引
领、建设过硬政法队伍等5 个方面重
点推进政法工作。

2016：
群众满意度高
多项成都经验全国推广

武侯“e居通卡”、新津雪亮工程、
市法院庭审实质化、市委政法委探索
涉案财物管理开放共治模式……在
2016 年，成都政法工作成绩显著，法
治成都、平安成都建设群众满意度较
高，并有多项工作被作为典型，在中央
政法工作会、省委政法工作会上进行
经验介绍。

王先生是武侯区永兴社区的居
民，在武侯区推行“e居通卡”的时候，
他按照统一安排，换上了卡。“以前，我
还对这个卡的功能将信将疑，担心中
看不中用。结果，真的用上卡以后，才
晓得真的好方便！”原来，“e 居通卡”
是一个“神奇”的存在，由武侯区借力
电信翼支付、天府通平台研发，集门
禁、公交、购物及大数据分析等功能于
一体，一卡在手，进出小区门禁方便，
还能乘公交车、地铁，在红旗连锁等超
市购物还有优惠，真正实现了一卡通；
一卡在手，电子地图功能、房屋信息功

能、人员管理功能等全部植入其中，空
巢老人 72 小时未出单元门可自动报
警等，实现服务功能一卡管的目的。“e
居通卡”所采集的大数据还纳入武侯
区“区大联动中心——街道联动分中
心——社区联动工作站——院落门卫
室”四级联动运行体系，立足数据分
析，实施决策联动；发挥联动功能，助
推平安建设。

涉案财物管理开放共治模式由成
都市委政法委在全国率先探索，并率
先建成跨区域、跨部门市级涉案财物
管理中心。“这项工作经验被要求全国
推广。”探索涉案财物管理开放共治模
式，成都市委政法委充分发挥市场在
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采取政府
购买服务的方式，探索委托第三方专
业机构保管涉案财物的新模式，积极

推动涉案财物管理理念、模式、技术和
制度创新，走出了一条规范涉案财物
管理的跨越之路。以涉案车辆管理为
例，市级涉案财物管理中心开创性地
推出了率全国之先的车辆定期专业维
护服务，参照 4S 店专业维护标准，制
定了“一周打火，两月清洗，三月保养”
的服务规程，保障涉案车辆“入库出库
一个样，交回权利人不变样”，从根本

上避免了涉案车辆因保管不当导致的
价值贬损，有力维护了当事人或利害
关系人的合法财产权益。

市法院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实践
的经验同样被要求全国推广。刑事庭
审实质化改革实现诉讼证据质证在法
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诉辩意见发
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改革
试点近两年来，全市法院共开试验示
范庭 454 件，其中，律师参与辩护达
100%；试点案件的服判率为91.85%。

2017：
五大重点工作
一线干警执法全程录音录影

记者从会上获悉，今年，成都将从
强化忧患意识和政治警觉，坚决维护
政治安全；坚持五个治理，防范化解管
控各类矛盾风险；扎实推进司法体制
改革，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突出信
息化智能化引领，推动政法工作转型
升级；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建设过硬
政法队伍等5 个方面着手，继续推进
平安成都、法治成都建设。

2016 年底，成都十大明星网格、
成都十大明星网格员的故事轰动全城
（成都商报曾作报道），网格员们通过自
己的双脚，走访收集数据、发现问题，为
一方平安做出贡献。“目前，成都有39万
各级网格员。”防范化解各类矛盾风险，
坚持系统治理，今年，三级网格员、“红
袖套”群防群治队伍依然是发展重点，

“把‘成都三级网格员’和‘朝阳群众’
‘西城大妈’一样，打造成为群防群治的
标杆。”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按照“权随
责走、费随事转”原则，群众发现、举报

安全隐患等信息线索，将获得对应的奖
励，希望“人人争当网格员”。

此外，坚持综合治理、坚持依法治
理、坚持源头治理、坚持专项治理等也
是重点工作内容，共同构成“五个治
理”，防范化解各类矛盾风险。

在扎实推进司法体制改革方面，
“要深入推进刑事庭审实质化改革”
“要深化刑事诉讼涉案财物管理处置
改革”依然被写进了今年的工作安排，
要求在涉案财物管理开放共治模式基
础上，进一步查漏补缺，提升精细化、
专业化、信息化水平；抓紧开展查扣冻
涉案财物专项整治和积压涉案财物专
项处置两个专项行动，确保涉案财物
入口严格、移送有序、管理科学、出口
通畅。此外，今年，成都计划建好知识
产权法庭，为设立成都知识产权法院
打好基础。

“我们将把信息化、智能化作为重
大战略和重要引擎，将其与平安成都、
法治成都、过硬队伍建设深度融合，提
升预测预警预防能力，推动政法工作
从传统手段向现代科技全面转型升
级。”当前，全球已经飞速进入大数据
时代，政法工作也是如此。成都明确要
求，建好活数据、用好大数据是重点工
作，为平安成都建设服务；法治成都建
设方面，要加强市、县、乡三级视频接
访系统建设，让群众就近“见到想见的
人、办成想办的事”。

据悉，成都将推动全市一线执勤
干警全面配备执法仪，配备“单兵图
传”手持终端，执法过程全程录音录
影，及时上传数据信息，推动执法司法
权依法、规范运行，做到严格公正文明
执法。 成都商报记者 刘友莉

一线执勤干警 执法过程全程录音录影
成都将从维护政治安全等5个方面重点推进政法工作

西昌转院到成都

凉山州紧急救援中心：长途转运属非急救用车 收费合理

制图 李开红

15日，在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血
液科已经住了好几个月的张研明，
前一天和女朋友林寒一起甜蜜地吃
过小蛋糕，庆祝两人在一起的第 5
个情人节。但当林寒真正换上洁白
的婚纱站在自己面前，素来佯装淡
定的张研明也不能淡定了，撑着虚
弱的身子，两人就在病房的走廊里，
在科室医护人员和病友的见证下，
完成了婚纱照的拍摄。林寒说，因为
张研明刚结束了一个化疗，身体虚
弱。谨慎的血液内科副主任牛挺教
授没有同意外出拍摄，于是，住院部
病区的走廊，成了他们的婚纱照背
景。短短不到 20 分钟的拍摄时间，
聚集了不少病友和家属看热闹、送
祝福。 成都商报记者 于遵素

第一次穿上这件带有刺绣的
KENZO（凯卓）卫衣，轻微的跑线
当属正常现象。当购买者余女士按
洗标对其进行一次干洗后，胸前祥
云刺绣的跑线现象愈发严重。余女
士觉得，这样的品质并不值当初消
费的 2900 余元。然而，向商家提出
处理要求后，遭到了对方的拒绝，理
由是时间间隔太久，已无法保修。

高档卫衣刺绣不断跑线

一件2900余元的灰色卫衣，干
洗后，衣服上的刺绣跑线现象就不
断加剧。余女士拿着衣服来到位于
IFS 二楼的 KENZO 要求店员进行
处理，却遭到了拒绝：“对方说我买
的这件衣服已过保修期限，且衣服
上的刺绣不在保修范围内。”这样的
回复令余女士无法接受，她认为自
己严格按照洗标上的指示，仅干洗
过一次就遇到了这种问题，这件
2900余元的衣服花得并不值。

“没有混在其他衣物内水洗，也没
有恶意拉扯上面的刺绣图案，现在衣
服胸前的图案上，绣线已东一根西一
根地冒出来，前后只穿了两三回。我认
为，是这款卫衣刺绣设计出了问题。”

回应：保修期已过 无法处理

14 日，记者来到店内，一位销
售人员表示：“前几日这位女士曾来
到店内要求我们处理，但她是在年

前（2016年）11月买的衣服。衣服上
刺绣跑线可能是她在清洗衣物时，
和其他衣物刮擦弄坏的。无法证明
是质量问题。”她表示，如果余女士
尽早来到店内修理或更换，工作人
员一定不会拒绝。针对“衣服上刺绣
不在保修范围内”的说法，销售人员
解释称：“刺绣确实不在保修范围，
原因是时间太久且不好判断问题来
源。而且，7天内保修，这是常识，顾
客不应该不知道。”

对于销售人员的回应，余女士
很诧异，称并不知晓 7 天保修的说
法，如今她已将消费发票丢弃，印象
中也没有见到相关的保修卡。

服装类保修期到底是几天

服装类保修期为 7 天，是不是
业界规则？记者对此随机采访了10
个服装类商家。其中，大部分商家表
示如果售卖之初，商家承诺了 7 天
内无理由退换货或维修，则可以进
行维修。

随后，记者联系到中国消费者
协会，一名工作人员表示：“一般衣
物有质量问题，7 天内可以要求退
货，15 天内可以换货。”她还补充
道，按照服装材质、种类的区别，一
般会有不一样的包退包换政策及修
理期限，消费者应保留好相关消费
凭证。

成都商报记者 戴佳佳

事发：
老人西昌旅游摔伤
家属要求转院成都

魏老先生介绍，他和老伴王女士
都已退休，春节前带着5岁的小孙女
到西昌旅游。1月25日，老伴在西昌老
海亭的一处台阶不慎摔倒，无法站
立。随即，他拨打了120急救电话，随
后救护车把老伴送到了西昌王氏骨
科医院治疗，拍片显示股骨颈骨折。

因为家在成都，加上又带着小孙
女不方便，所以魏老先生向医院提出
转院到成都的医院进行治疗。魏老先
生说，在咨询医院后，医院说可以转

院，但是医院无法派车转运，医护人
员告诉他，“这需要联系凉山州 120
急救中心，该中心的救护车才有资质
转运，其他车辆都不行。”

“在咨询 120 中心后，他们说可
以转院，但是称要收费 8600 元。”听
到对方的报价后，魏老先生心里愣了
一下，“怎么这么贵？”但是考虑到老
伴的病情，以及西昌至成都的路途
远，他当时接受了这个价格，也没有
多问。

质疑：
往返不到千公里
8600元怎么算的？

1月26日早上，魏老先生办理了
转院手续。当日上午，凉山州 120 急
救中心的救护车来到医院，老伴王女
士随后被送上了救护车。魏老先生
说，出发前，医护人员要求他先把
8600元转运费交了，并签订了协议。

“协议内容没仔细看，对方说不能转
账，我就取钱给的现金，我希望他们
出具一份发票或收据，但是对方说没
有。”魏老先生称，当时那种情况下，
他也没多去追究这8600元是怎么算
出来的，是否合理？

当日上午9时许，救护车从西昌
出发，大约下午3点过就转运到了成
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回到成都
后，魏老先生向亲朋好友说起此事，
大家都觉得收费太高了，西昌到成都
单边仅400多公里，往返不到一千公
里，收费竟然高达8600元。

“救护车跑这么一趟，就要收费

8600 元，堪称‘天价’，感觉难以接
受。”魏先生说，事情过去那么久了，
目前最想弄清楚的就是这8600元收
费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回应：
10元一公里
往返860公里收费8600元

16 日，凉山州紧急救援中心工
作人员表示，120急救中心对于病人
的转送分为两种，一种是市内急救，
指急需抢救的病人。另一种是，生命
并没有危险，但病人及家属要求转院
的情况。魏老先生的老伴属于无生命
危险转运，属于长途转送。“事前我们
也进行了告知，完全是自愿选择。这
个收费是合理的。”该工作人员表示，
救护车出车是按照往返收费，西昌至
成都往返860公里，每公里按10元的
标准收费，故应收费 8600 元。“救护

车的运营成本也很高，这 8600 元包
括了往返的油费、医生出诊费、治疗
费、医疗药品、车辆磨损等费用。”该
工作人员表示，以往从西昌转运病人
到成都也是这样收费。

至于为何当时没有出具发票？该
工作人员表示，通常情况下，医务人
员出车紧急，并没有随身携带发票，
事后，患者可以到中心开具正规发
票，不存在乱收费的情况。

凉山州紧急救援中心有关负责
人也证实，魏老先生老伴是他们中
心的救护车转送到成都的。他表示，
按成本等综合计算，长途转运，中心
按照往返 10 元一公里的标准收费。
魏老先生老伴属于非急救用车，所
以是按该标准收费，西昌至成都往
返860公里，所以收费8600元。“这样
的标准，已执行四五年。如有疑问，可
到该中心查阅收费标准或相关文件
批复。”

成都商报记者 江龙 摄影报道

“至少要坐几年牢，真的不划
算。还不如我正常做生意，一年也有
10万利润。早晓得这样，我打死也不
会干。”2月15日，资阳市看守所内，
被关押了10个月的安徽人李某十分
后悔。

在被资阳雁江警方抓获前，李
某借他人之名，在资阳注册了4家药
业公司，公司包括他在内仅3名员
工，也并无药品生产加工能力。但他
却以中药材收购和销售为名，疯狂

虚开增值税发票。2月16日，雁江警
方介绍，李某在半年时间内虚开增
值税专用发票和普通发票1.66亿
元，获利300余万元。目前，此案已移
交检察机关起诉。

此外，据不完全统计，雁江区国
税局向全国6省受票地税务机关发
出委托协查后，目前受票地已挽回
税款损失约1200万元，处罚金160余
万元。 刘云涛 唐一蜜

成都商报记者 姚永忠

市民：KENZO高档卫衣不断跑线
商家：衣服已过保修期

世界上最美好的事
就是让你看到我穿婚纱的样子

1人开4家空壳公司
半年疯狂虚开发票1.66亿元

病房拍婚纱照 图据华西医院微博

昨日，魏老先生的老伴仍在成都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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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有危重病人需要转院，您
会跟救护车讲价吗？”16日，成都市民
魏老先生怎么也想通，66岁的老伴在
西昌旅游时不慎摔伤致骨折，为了方
便治疗，打算转院回成都。然而，令魏
老先生意想不到的是，西昌到成都仅
400 多公里的路程，凉山州 120 急救
中心的救护车竟然收费 8600 元。考
虑到老伴的病情，魏先生掏了这笔
钱。不过，事后他质疑：这样的收费是
否合理？

16日，凉山州紧急救援中心有关
人员回应称，按照政府物价部门规定，
市内急救情况下，救护车收费 2 元一
公里；而这位老人属于长途转送，不属
于急救范畴，属市场运作、双方议价，
全凭自愿。按照成本等核算，这类收费
标准是10元一公里，而通常救护车按
往返算，西昌至成都往返860公里，故
收费8600元。

120救护车收费8600元？

老人西昌旅游摔伤，
家属要求转运回成
都，西昌到成都仅
400多公里，凉山州
120急救中心的救护
车收费8600元

西昌到成都单边仅
400多公里，往返不
到一千公里，收费竟
然高达8600元。家属
表示这堪称“天价”，
感觉难以接受

老人是长途转送不属
于急救范畴。按照成本
等核算，这类收费标准
是10元一公里，通常
救护车按往返算，西昌
至成都往返 860 公
里，故收费8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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