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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调查
一名基层干部的内心煎熬

罗靖是突然得知自己被人举报
的。国庆节后刚刚上班，他接到江阳
区卫计局纪检干部打来的电话，说
要过来展开核实调查，让他在单位
不要外出。他尚不知道调查什么事，
也不知道调查谁的问题。

纪检干部的问话，让罗靖明白
了是调查他的“问题”。调查人员跟他
谈话后，又分别找了多名单位职工、
干部了解情况，罗靖被要求回避。

被调查的罗靖，一下子有些懵，
当晚久久不能入睡，仔细回忆自己
在工作中到底哪里出了问题，是因
为疏忽大意犯了错，还是哪些地方
得罪了人？

那几天的罗靖情绪很低落，他
觉得自己是清白的，但不知道问题出
在哪里。他没有告诉家人，不想把自
己的压力带给他们。但他在亲密的朋
友面前抱怨过，“这工作干起没劲。”

随后的一次单位院务会上，罗
靖利用这个机会做了一次“自我检
讨”，说工作中可能确实有哪些方面
做得不好，希望大家“多提意见，帮
忙指正”。

罗靖被匿名举报“不遵守考勤
制度，作风强硬，绩效考核不透明等
问题”。后来，他从局纪检组获悉了
自己的调查结果：检举失实。这个结
果让他并不意外，因为“自己心里还

是有数”。
罗靖告诉记者，他负责单位考

勤，都是早上8点到办公室。平时单
位决策，也是院务会讨论决定。关于
绩效考核，他说自己到蓝田就职后，
并未对原有考核机制做较大调整，
且考核由一名副院长负责，所有职
工也是可以进行核查的。

罗靖表示，虽然调查结果最终
证明检举失实，但影响并未完全消
除。自己被纪委监委调查的事情，单
位同事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大家表
面上不说，但背后多少有些议论。平
时见到同事的时候，多少有些尴尬。
罗靖说，虽然知道“身正不怕影子
歪”，但自己“被调查过”的经历，多
少给人“有点不明不白的感觉”，让
大家对他这个“单位一把手”产生些
看法。

澄清会
一下子觉得心里轻松很多

11月14日，江阳区纪委监委、江
阳区卫计局纪检干部来到蓝田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组织召开了一
场澄清会，会上通报了调查情况，为
罗靖受到的不实检举进行了澄清。
与会的有该单位中层干部、普通职
工。罗靖在会上发言，表示以后将更
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欢迎大家监督；
同时改进工作方式，更细致、更完善
地去开展各项工作。

蓝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共有职工34人，是一家综合性医疗
机构，开展门诊、住院、综合医疗、
公共保健等业务。39岁的罗靖2007
年参加工作，在调任蓝田以前，已
经在三个乡镇卫生院工作或任职。
他是公共卫生方面的医师，熟悉业
务，也有丰富的基层卫生医疗机构
工作经验。

得到澄清的那一刻，罗靖一下
子觉得心里轻松很多。他一扫过去
的低落情绪，觉得工作“该怎么干还
怎么干。”他说澄清之前这段时间，
心里确实有点不好过，灰心丧气，感
觉自己干的工作不值得。

“觉得组织上还是很关心自己，
保护自己的。”罗靖告诉记者，澄清
会让他得到了正名，也得到了鼓励。

澄清会后，罗靖对工作做了一
些调整，单位安装了打卡考勤的机
器，保证考勤制度更具体。同时建议
分管考勤的副院长，每个月的工资
条要打印出来，并发到每个职工手
中。他说，事实上，经历被调查再到
澄清，也是学习提高的过程，加强了
自己对日常工作的认识，更注重细
致周全地考虑。

消除影响
让基层干部放开手脚

江阳区华阳街道负责群工工作
的李华永被举报的问题，是“打招

呼，照顾了一名亲戚吃低保”。举报
是今年8月，澄清会是9月份召开的。

华阳街道党工委副书记、纪委
书记、监察办主任黄晶告诉记者，李
华永的“问题”最终调查结果是：其
一个远房舅母确实享受低保政策，
但跟李华永并无关系，且符合低保
政策。

9月，华阳街道召开全体干部大
会，参会人员有街道、村、社区等干
部80多人。街道纪工委通报了对李
华永的调查结果，证明了李华永的

“清白”。
李华永在基层工作30多年，明

年就到退休年龄。他说自己在被调
查的时候，并没有太大压力，但觉得
澄清会还是很有必要，“马上就要退
休了，我还是希望给大家留个清白
干净的印象。”

黄晶介绍，以前纪检部门发现
不实举报，也有通报，但通报往往是
小范围的。虽然最终证实了被举报
干部的清白，但经历过调查后，还是
给当事干部带来一些负面影响，而
澄清会能够及时消除这种“被调查
过”的影响。

黄晶表示，华阳街道办辖内有
10多万人，近年来泸州城西发展很
快，去年7月他调任华阳街道时，辖
区内才55个住宅小区，目前已有67
个了。“现在基层干部工作压力较
大，保护干部，让他们积极工作，放
开手脚，是一项重要工作。”

出台制度
泸州为117名干部澄清

2017年12月27日，泸州市委市
政府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领导小组
办公室将出台的《检举（控告）失实
澄清保护制度暂行规定》，印发给各
区县党委政府、市级各部门（单位），
提出了对如实检举（控告）的，应当
给予鼓励和保护；对故意捏造事实
诬告陷害他人的，或者以举报为名
制造事端干扰有关机关正常工作
的，应依纪依规严肃处理。

据了解，截至目前，泸州市纪检
监察机关先后采取召开澄清会、出
具说明通知、向党组织通报等方式，
已对117名受到不实检举控告的干
部进行了澄清正名。

江阳区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介
绍，这样的澄清会还将继续开展，调
查清楚一个，就及时通报一个。“要让
干部轻装上阵，我们既要严惩基层

‘微腐败’，也要为实干者撑腰正名。”
在当前全国上下反腐败的高压

态势下，确实会让一些干部产生“害
怕犯错”的情绪，特别是被不实举报
的干部，心理上必然会有一些“委
屈”。泸州市强化不实举报“澄清”

“正名”工作，目的是消除这些干部
的心理负担，鼓励他们积极大胆、激
情满怀地投入到干事创业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灵
图由江阳区纪委监委提供

微信公号“爆料”：
西川汇锦都学校落户郫都区
又一所“西川”系学校来了？

11月30日，名为“成都西川汇锦
都学校”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其
第一篇文章。该公号今年10月18日
注册，10月26日才通过认证。也正是
在这篇《汇神州英才，育时代栋梁》
的文章中，选址郫都区的西川汇锦
都正式首次亮相。

消息一出，在家长中引发了不
小的关注。据文章介绍，西川汇锦
都是一所全日制K12寄宿制学校，
总投资9.5亿元，学校集小学、初中、
高中、国际部于一体，一期建设项
目将于2019年9月投入使用。

文章中明确表示：西川汇锦都
汇集成都七中等名校资源，由拥有
近20年投资运营管理成都西川中学
等高端教育品牌的专业团队治校。
学校邀请到了戴高龄校长担任名誉
校长，并介绍了戴高龄校长在成都
七中和创办西川中学的种种成就。
而在介绍学校副校长李文剑时，也
强调了其“有十多年西川中学的工
作经验，是原成都西川中学教务处
主任、原成都西川中学校长助理、原
成都西川中学（南区）副校长”。

此外，在介绍西川汇教育公司
时，文字内容的下方还附上了一张
在成都西川中学大门前的八人合
影，图片说明为“成都西川中学十

周年校庆，校董事会和领导”。
记者查阅发现，部分家长在转

发时也质疑：这是西川系的新学校
吗？还是西川中学的兄弟学校？作为
扎根成都多年的民办初中，西川中
学一直受到学生家长的追捧。根据
公开数据，在2018年民办学校的小
升初摇号中，西川中学在仅有104个
摇号名额的情况下，参与摇号的人
数达到2960人。因此，当家长们以为
又一所“西川”系学校出现时，其关
注度不难理解。

西川中学发声明：
两所学校无关，并称要追责

但紧接着，12月2日，成都西川
中学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
一则声明。声明中，西川中学明确
表示“针对近期有新设立学校利用

‘西川’品牌进行招生宣传事件，成
都西川中学向广大学生和家长郑
重声明：除位于武侯区内的成都西
川中学和成都市武侯区西川实验
学校（成都西川中学南区）之外，其
他以西川名义进行招生宣传的学
校均与成都西川中学没有任何关
系，请广大学生和家长不要听信任
何误导宣传。西川中学方面将依法
追究相关侵权主体的责任。”

虽然西川中学在声明中未点
名“其他以西川名义进行招生宣传
的学校”是哪所学校，但结合发布

时间，以及目前全成都含“西川”两
字的学校来看，就只有“成都西川
汇锦都学校”。这则声明，表示其他
学校不能使用“西川”作为校名，还
是不能用“西川中学”的品牌进行
变相宣传？西川中学相关负责人婉
拒了记者的采访。

西川汇锦都回应：
并没有说是同一家学校

就在西川中学发表声明的第
二天，12月3日，微信号“成都西川汇
锦都学校”发布了该校的一则招聘
信息，信息中介绍学校是“由西川
汇教育公司在成都市郫都区独立
举办的民办学校”，同时，没有再提
及其他与“西川”相关的内容。

“我们办的是西川汇锦都学
校，它不叫西川中学，也不是西川
中学。我们微信公号里阐述的全是
事实，成都西川中学首任校长戴高
龄，现在确实是我们学校的名誉校
长；原成都西川中学（南区）副校长
李文剑，现在确实也是我们学校的
副校长，我们没有任何一句假话。”

对于西川中学的一纸声明，成
都西川汇锦都学校校长李艳表示：

“如何发声是西川中学的自由，比
如他们要起诉，我们应诉便是。不
过在我看来，作为校长，这些不该
成为我的工作内容，思考如何办学
才是。”

消除“被调查过”的影响，为“受委屈”的干部正名

泸州为117名干部澄清失实检举
“得到澄清后，感觉一下子轻松了。”39岁的罗靖说，这之前，

他经历了一段内心的起伏和挣扎，觉得委屈和失落。
罗靖是泸州市江阳区蓝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今

年国庆节后，因被匿名举报“工作作风等问题”，受到江阳区纪委
监委调查。11月14日，根据调查结果，江阳区纪委监委干部再次
来到蓝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邀请10余名干部职工代表召
开了一场“澄清会”。

会议开完后，罗靖感受到了“组织上对我们基层干部的信任
和保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泸州市依据出台的《检举
（控告）失实澄清保护制度暂行规定》，今年以来已经对117名受
到不实检举控告的干部进行了澄清正名。泸州市江阳区纪委监
委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来看，受到失实检举的干部对自己要求
更严了，工作积极性也更高了。

西川汇锦都学校亮相
西川中学紧随发声明：
新学校与我们无关，将追究侵权责任

11月30日，一所名为“成都西川汇锦都学校”（以下简称“西川汇锦都”）的新学校在多个自媒体平台
亮相，虽然学校尚在建设中，已在成都家长的朋友圈中被刷了一波。究其原因，跟“西川”二字有关。

但是，事情很快有了反转，成都西川中学发布声明称，目前仅有西川中学和西川中学南区，其余以“西
川”名义进行宣传的学校均与成都西川中学无关。声明还表示，将追究相关侵权主体的责任。家长们疑惑
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谁的西川？

天眼查查询结果显示：“西
川”、“西川中学”均已被注册。拥有

“西川”、“西川中学”等注册商标使
用权的，仅有位于武侯区的成都西
川中学和成都市武侯区西川实验
学校（成都西川中学南区）。

泰和泰律师事务所刘秀律师
认为，“西川”、“西川中学”申请了
注册商标，股东跟所投资的学校，
在法律上是各自承担责任的独立
主体，不代表股东自然就拥有学
校的商标权。如果未经允许而使
用的话，就构成了侵权。如果名字
相同或者相似，并且客观上误导
了公众的话，就涉嫌侵权。

北京蓝鹏（成都）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英占表示：“成都西川中学
将‘西川’注册成了旗下商标，但
不代表他人从此就无法使用包含
二字在内的文字。我们在判断一
个商标是否构成侵权时，首先要
看使用方有无主观进行信息误
导，其次要看客观上是否造成相
对严重的误导结果。仅从西川汇
锦都学校微信公号目前推文来
看，西川汇锦都并没有刻意突出

‘西川’，比如将‘西川’二字过度
放大，将‘汇锦都学校’缩小，‘西
川汇锦都学校’和‘西川’、‘西川
中学’之间存在着明显区别。”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樊英
沈兴超

根据西川中学的声明，新学
校西川汇锦都和西川中学毫无关
系。但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调
查发现，西川汇锦都的官方微信
公号在介绍学校投资方时就表
示，该校投资方“曾先后作为投资
方之一，共同创建了成都西川中
学、成都西川中学（南区）。”

记者随后在“成都西川汇锦
都学校”微信公号资料栏看到，学
校账号主体为四川西川汇锦都教
育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川
汇锦都教育管理”）。通过天眼查，

记者发现，该公司大股东为四川
西川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西川汇企业管理”）。据了
解，西川汇企业管理不仅投资了
西川汇锦都教育管理，同时还投
资了成都西川教育管理有限公
司。而成都西川教育管理有限公
司，正是成都西川中学及西川中
学南区的投资方。

换句话说，成都西川汇锦都
学校的投资方，正是成都西川
中学和西川中学南区的投资方
之一。

西川汇锦都的投资方
也是西川中学及西川南区的投资方

记者
调查

是否构成商标侵权
要看造成的影响

律师
说法

“土豪”大爷取款被报警
为防丢钱民警护送他回家

85岁的林建国患有轻度老年痴
呆，独自保管着数额较大的存款，一个
月前还将取出的上万元弄丢了。日前，
家住资中县城郊的老人又独自来到县
城银行，豪言要将所有存款取出。担心
老人再次弄丢钱，银行工作人员报了
警，并在征得其家人同意后支取1万元
现金给了老人。老人回家的路约有10
公里，民警充当“保镖”一路护送回家。

11月27日13时许，林建国拿着一叠
存单，独自来到资中县城鼓楼坝附近的
一家银行，豪言要将所有存款取出。银行
有工作人员发现，大爷竟是“老熟人”。
原来，最近几个月他经常来到银行，一
个月前还将取出的上万元现金弄丢
了。家人曾带老人来到银行，称其患有
老年痴呆症，让银行不要取钱给老人。

但老人坚持要取出所有钱，问他
取钱用途，又答不上来。银行工作人员
便联系其家人，并报了警。接警后，资
中县公安局巡警大队民警林意元及同
事赶到银行。但不管民警和银行工作
人员如何劝说，老人坚持要取钱，最
后只能通过电话与其家人沟通。老人
的儿子林辉说，担心父亲赖在银行不
走，便同意银行支取1万元给父亲。

林意元说，原本打算驾车送老人
回家，但他坚持不坐警车，只能一路陪
着老人。老人先从鼓楼坝步行经过沱
江大桥，来到约2公里外的资中县汽车
客运中心。随后登上回家的客车。“坐
车也不放心，我们还是只有跟着。”林
意元说，经过约20分钟车程，又沿着小
路步行了两三公里，最后才安全到达
老人的家。从母亲口中得知是民警将
父亲送回家的，林辉很感动，“感谢他
们把我父亲送回家。”

（文中人物除民警外均系化名）
孙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姚永忠

12月2日17点10分，“福凤”和“福
伴”从奥地利维也纳出发。在法兰克福
休息一晚后，于4日凌晨2点55分抵达成
都双流国际机场。研究中心派出了兽医
和饲养员前往机场迎接。早上8点左右，
运送“福凤”和“福伴”的车辆到达研究
中心神树坪基地，基地员工们早早地聚
集在门口，热情欢迎它们回家。

也许是长途运输的疲惫，也许是
对新环境还不太适应，“福伴”在运输
笼中迟迟不肯出来。工作人员端来胡
萝卜、苹果、竹笋等食物，时而轻拍它
的头，温柔地引导着它，但倔强的“福
伴”始终不愿踏出半步。经过两个小时
的耐心诱导，“福伴”终于走进了新家。

相比顽皮的“福伴”，姐姐“福凤”
则显得从容许多。奥方饲养员向记者
透露，“福凤”是一只独立而个性十足
的大熊猫。在工作人员的诱导下，“福
凤”很快便进入圈舍中。

2016年，“福凤”和“福伴”在奥地利
维也纳美泉宫动物园出生。这是圈养大
熊猫全母兽抚育双胞胎成活的第一例。

接下来的一个月，两只大熊猫将在
神树坪基地完成隔离检疫，保护研究中
心也安排了经验丰富的饲养师和兽医
负责它们的日常饲养及健康管理。

目前，保护研究中心已与13个国
家的15个动物园建立了大熊猫科研合
作关系，先后有32只大熊猫在海外参
与了大熊猫国际合作，在海外繁育成
活的大熊猫幼仔共19只。随着“福凤”
和“福伴”的到来，如今已有15只大熊
猫回到保护研究中心生活，形成世界
上最大的海归大熊猫明星种群。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黄伊舲

首对海归大熊猫双胞胎
“福凤”“福伴”昨日回乡

运输笼外的面孔还有些陌生，家
乡湿润的空气也是头一次感受到。即
使有新鲜的竹笋诱惑，2岁的“福伴”
依旧蜷缩在“床铺”上，久久不愿踏进
新家……12月4日，旅奥大熊猫龙凤
胎“福凤”和“福伴”顺利回到中国大熊
猫保护研究中心，入住卧龙中华大熊
猫苑神树坪基地隔离检疫区，成为首
对海归大熊猫双胞胎。

“福凤”和“福伴”在熟悉新家的环境

江阳区纪委监委干部到蓝田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召开“澄清会”

通过天眼查发现，四川西川汇锦都
教育管理有限公司的大股东为四川西
川汇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西川汇锦都学校微信公
众号推文截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