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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四川首批天府旅游名县
候选县名单出炉，四川省洪雅县名列
其中。

近年来，眉山市洪雅县以建设国
际康养度假旅游目的地为目标，大力
发展康养旅游产业，旅游品质全面提
升，荣获全省旅游强县、国家生态县、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全国森林
旅游示范县、全国森林康养基地试点
县等头衔，成为“康养旅游”的代名词。

目前，洪雅县正以生态文明建设
为统领，坚持生态立县、绿色发展，推
动全域旅游发展，全力创建天府旅游
名县。

“绿色康养的信心，天时地利人
和，创建天府旅游名县，洪雅正当其
时。”洪雅县委领导介绍，被誉为“天
府花园”的洪雅，背靠峨眉山，坐拥瓦
屋山，是大成都、大峨眉国际旅游圈
重要组成部分，拥有独特的生态旅游
资源，森林覆盖率超过71%，具有温
度适合、高度适宜、纬度适中、绿化度
高、洁静度好、负氧度浓、精气度足、
优产度强等“八度”优势，特别适合旅
游休闲度假。

漂流、滑翔、森林栈道、玻璃栈道、
丛林穿越……凭借着得天独厚的旅
游资源优势，洪雅县走上了集观光、休
闲、度假、体验、康养等于一体的发展
新路，以森林康养、抗衰康养、运动康
养、医疗康养为重点的“旅游+康养”
产业体系初步形成。得益于旅游产业

上的优势与潜力，洪雅县一直拥有极
高的旅游热度，人气爆棚：近五年来，
该县累计接待游客4049.56万人次，年
均增幅17.88%；实现旅游社会总收入
325.54亿元，年均增幅15.83%。

在旅游人气爆棚的同时，洪雅县
积极做好旅游服务工作，成立旅游警
察大队，加大对全县旅游资源经营建
设和管理力度，不断提升服务质量和
水平，因此实现了旅游口碑的逐年上
升，游客点赞、好评不断。令人期待的
是，洪雅还将继续丰富完善旅游产业
体系，让旅游体验进一步上档升级。

“作为主打康养旅游的森林大
县，我们突出顶层设计，高标准编制

《 洪 雅 县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规 划
（2017-2025）》，完成全省首个县域森
林康养产业发展规划《洪雅县森林康
养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5年）》，制
定《健康洪雅2030行动纲要》，森林康

养全国示范、康养产业统计全省试
点。”洪雅县委领导表示，与此同时，洪
雅县还整体策划全县康养度假旅游产
业，高品质规划瓦屋山、柳江古镇和城
区，用国际化理念推动资源利用。并结
合大峨眉旅游区、攀西旅游区和峨眉
山、瓦屋山、周公山三山联盟区域规
划，加强交通、环保、资源区域旅游合
作，实现资源共享、信息共推。

在高标准高规格规划的基础上，
洪雅发展目标进一步明确：力争2022
年前建成国家5A级景区1个、国家级
度假区1个、国家4A级景区5个，实现
旅游总收入200亿元以上，旅游产业
成为全县经济支柱产业。

“要想身体好，常往洪雅跑。”这
句被大家津津乐道的话语，已经成为
洪雅人对游客的诚挚邀请。
李红燕 陈燕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蒋麟

创天府旅游名县
洪雅迈步国际康养度假旅游目的地

瓦屋山四
季皆景美轮美
奂，成为世人
陶冶性情的绝
佳之处；柳江
古镇别具特色
的川西水乡风
光，把悠久灿
烂的历史和厚
重的民俗文化
诠释得淋漓尽
致；七里坪独
有 的 资 源 禀
赋，成为大家
向 往 的 避 暑
……

公安部政治部、四川省公安厅
政治部、德阳市公安局先后发来唁
电，表示慰问。

唁电称，韩顺军同志2008年从
部队退伍后，来到绵竹市公安局从
事辅警工作。2010年8月，在抗击“8·
13”特大山洪泥石流地质灾害中，韩
顺军同志置个人安危于不顾，挺身
而出，深入险境，冒着生命危险成功
转移大批遇险群众。由于表现英勇、
事迹突出，韩顺军同志经组织特批

入警，从辅警成长为一名人民警察。
在禁毒民警工作岗位上，韩顺军同
志勤奋好学、踏实工作，屡破大案、
成绩突出，先后多次立功受奖，模范
践行了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
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谨对韩顺军
同志表示沉痛的哀悼，并向其家属
致以亲切的慰间！

“韩顺军同志走了，他的生命永
远定格在33岁，这个人生中最璀璨
的年华。他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激情

燃烧的警营，告别了生死与共的战
友、相濡以沫的孕妻、尚未成年的女
儿，但他用最平凡和最勇敢的行动
展现了一名优秀缉毒民警的忠诚担
当。”一名战友在追忆韩顺军时说，
韩顺军把自己的全部生命献给了他
所挚爱的公安事业。他感人的事迹
和无私的奉献，无愧于人民群众的
殷切期望，无愧于新时代的缉毒民
警。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明平 摄影报道

四川缉毒民警韩顺军悼念仪式举行
数千群众前来送他最后一程

3月25日上午，因公牺牲
的四川德阳绵竹市公安局禁毒
大队民警韩顺军悼念仪式在绵
竹市殡仪馆举行。来自绵竹市
清平镇、东北镇、土门镇等乡镇
的数千群众自发前来，送他最
后一程。参加悼念仪式的还有
来自德阳市以及各区县公安机
关代表、韩顺军生前的战友、工
作过的同事代表等。

绵竹市公安局禁毒大队民
警韩顺军在工作中突发疾病送
医治疗，3月18日凌晨经抢救无
效，因公牺牲。

“泪别救命警察，一路走好！”
“英雄不朽，浩气长存！”“泪别忠
诚 卫 士 韩 顺 军 ”……3 月 25 日 上
午，当地数千群众手持标语，自发
前来送行。

上午9时许，告别仪式正式开
始。前来悼念的人整齐地站在一起，
全体肃静，在声声哀乐中，向韩顺军
同志遗体默哀3分钟。他的家人手持
菊花，站在一旁，神色悲伤。

韩顺军妻子挺着大肚子，带着
女儿来了，她在离韩顺军最近的位
置，眼睛一直看着再也无法跟她说
上一句话的丈夫。

为韩顺军连夜创作山歌的盐井

村原村支书孟开金也来了。“从小看
着他长大，送他最后一程，非常不
舍。”说起这位“救命警察”，孟开金
心中有太多不舍。让孟开金印象最
深的就是，韩顺军在2010年的“8.13”
泥石流中救了上千条人命。即使泥
石流淹没了孟开金开的警车，他也
没有退缩。

“师傅，一路走好！”韩顺军的徒
弟熊安民在留言板上写下这句寄语
时，泪水在眼眶打转。熊安民介绍，
还没毕业时自己就跟着韩顺军实
习，“师傅非常专业、敬业，很多次抓
嫌犯，其他人还没反应过来，他已经
冲了出去。”在师傅的鼓励下，熊安

民也通过考试加入警队，成为中江
县公安局的一名警察。

“作为韩顺军的亲属，我们的心
情和大家一样是无比悲痛，也不愿
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因为他太年
轻，才33岁，还有很多工作需要他去
做，家里还需要他支撑起来；更让人
痛心的是，还有一个即将降生的孩
子还没赶上叫上他一声爸爸！”家属
蒲定国说，韩顺军走了，走得那么仓
促，甚至没有对家里留下一句叮咛
和嘱托。韩顺军最大的心愿一定是
妻子安好、孩子成才、父母健康。我
们家属将化悲痛为力量，把孩子抚
养成才，以告慰他在天之灵。

送别韩顺军 当地数千群众自发前来送他

公安部发来唁电 对韩顺军同志表示沉痛哀悼

33岁缉毒民警因公牺牲

“他曾试图抵抗，
被电击多次后被拖入车里”

据加拿大广播公司（CBC）报
道，23日18时点，位于万锦市Water
Walk Drive 15号的一座公寓地下
车库里，陆万祯同一名女性友人下
车时，一辆黑色小货车驶上前来。
然后，3名蒙面男子上前，其中1人拿
着电击枪冲向陆。陆曾试图抵抗，
但被电击多次后最终被拖入车里。
随后，涉事车辆迅速驶离车库……

涉事女性友人未被绑架，也未
受伤，但受到了暴力绑架的惊吓。

据CBC及加拿大环球新闻报
道，陆万祯系公寓住户，当时应该
是回家。警方认为，陆和友人进入
车库时，这辆车应该就已在车库里
了。这是一起有目标的绑架，动机
还在调查中。

警方还在继续通过证人和监控
进行调查取证。“我们放出来了（嫌
犯）图片，还有事件的监控录像。”约
克地区警方发言人安迪·帕滕登表
示，警方目前跟中国总领馆密切合
作，该留学生家人也联系上了。

目前，警方未披露陆万祯在多
伦多具体哪所学校就读。记者在社
交媒体上找到疑似为陆万祯的个人
账户。该账户信息显示，他曾在多伦
多Nepean高中就读。此外，至少三名
属地为上海的微博网友称，陆为其
高中同学或校友。

嫌犯照片曝光
警方呼吁民众提供线索

“我们要尽快找到他。”安迪
称，警方希望公众可以帮助寻找涉
案车辆。该车辆为2008-2010款的
黑色Dodge Caravan，前车牌缺失，

车 尾 牌 照 为 被 盗 车 牌 ，牌 号
CEAR350。车窗上还贴着轮椅使
用标识。

此外，警方还从监控视频里获
得了四名嫌犯中三人的照片，四人
的打扮和外形分别如下：一号嫌
犯：蒙面男性，身穿黑色外套，蓝色
裤子。二号嫌犯：深肤色男性，身高
约1.85米，身穿黑色加拿大鹅品牌
羽绒服。三号嫌犯：深肤色男性，身
高约1.88米，体型魁梧，身穿深蓝
色牛仔裤、黑色外套。四号嫌犯，男
性司机，身穿黄或绿色外套，警方
目前还未发布其照片。四人均头戴
帽子半遮脸。

受害人陆万祯被绑架时，戴着
眼镜，身穿黑色连帽衫、黑色牛仔
裤，脚穿白色跑鞋。警方呼吁民众
提供相关线索。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林容 编译报道

结论出台
特朗普发推文：“没有‘通俄’，没
有妨碍司法，全面、完整脱罪”

米勒于2017年5月受命就“通俄
门”展开调查，本月22日将调查报告
呈交给了巴尔。

巴尔在致国会参众两院司法委
员会两党领导人的4页信函中说，关
于“通俄”问题，米勒报告“没有确定
特朗普竞选团队成员与俄罗斯政府
合谋或协作干预选举活动”；关于特
朗普涉嫌妨碍司法，米勒团队就相
关各项指控进行了“全面的事实调
查”，最终决定“对所调查的（总统）
言行是否构成妨碍司法不做结论”，
而交由司法部长裁定。

巴尔说，经审阅米勒报告及与
司法部官员磋商，依据联邦检方起
诉决定的指导原则，他和司法部副

部长罗森斯坦做出的结论是，米勒
调查所发现的证据“不足以确定总
统有妨碍司法的违法行为”。

巴尔还表示，鉴于米勒报告是
“机密报告”，他将尽快决定公开报
告哪些内容。

共和党一方普遍对巴尔所述米
勒调查结论感到欣喜。特朗普发推
文称：“没有‘通俄’，没有妨碍司法，
全面、完整脱罪。”副总统彭斯称调
查“完全证明（特朗普）无罪”，指责
民主党“在这些不可信的指控上花
费太多时间”。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
袖麦康奈尔则表示，调查结果说明
特朗普有关他的团队并未“通俄”的
表态是正确的。

而在民主党一方，国会众议长
佩洛西和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发
表联合声明称，巴尔关于米勒报告
的摘要“产生的问题和他回答的一

样多”。声明还说，巴尔在被特朗普
提名为司法部长前曾公开表露对米
勒调查的“偏见”，因此他“不是中立
的观察者”，不可能“对米勒报告做
出客观裁定”。

争斗难休
围绕米勒调查的两党争斗
短期内不会停止

分析人士指出，从目前美国各
界的反应看，米勒调查的公信力未
受质疑，“通俄”疑云本身应可尘埃
落定，但围绕米勒调查的两党争斗
短期内不会停止。

分析人士认为，围绕米勒报告，
两党新一轮争斗的焦点至少有二。
第一，民主党要求司法部公开米勒
报告及大量调查材料能否如愿；第
二，司法部有关特朗普妨碍司法“证

据不足”的结论能否服众。其中，米
勒报告就此陈述的正反两方面证据
究竟为何，是否会为民主党提供新
的“弹药”，构成重要悬念。

此外，涉及特朗普的其他多项
司法调查并未随米勒调查完成而结
束，米勒报告将如何影响国会众议
院民主党针对特朗普一系列调查的
走向，也广受关注。美国媒体普遍认
为，米勒报告没有完全去除特朗普
所面临的法律威胁。

分析人士指出，尽管如此，米勒
报告中关于特朗普竞选团队没有

“通俄”的结论将使特朗普摆脱“头
顶最阴沉的乌云”，对谋求竞选连任
的他来说不啻为一剂强心针。与此
同时，面对2020年大选，民主党将不
得不更加慎重地考虑如何打“调查
牌”以及如何面对其双刃剑效应。

（新华社）

升级后的瓦屋山观光缆车 崔宗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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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俄”调查出结论：
特朗普竞选团队未“通俄”

美国司法部长巴
尔24日致信国会两党
称，特别检察官米勒
的调查没有发现总统
特朗普的竞选团队成
员在2016年总统选举
期间“通俄”，特别检
察官对特朗普是否妨
碍司法“不做结论”，
但司法部的结论是关
于总统妨碍司法的指
控“证据不足”。

分析人士认为，
从巴尔的披露看，米
勒调查报告总体上对
特朗普是“重大利
好”，解除了他上台以
来一直背负的沉重政
治包袱。但围绕米勒
报告能否全文公开发
布、司法部的结论是
否公允等，两党恐再
起纷争。

22岁中国留学生在加拿大遭绑架
目前下落不明 在停车场遭三人伏击，共4名嫌犯

加拿大当地时间3月23日18时左右，22岁中国留学生陆万祯（音译Wan-
zhen Lu）在安大略省万锦市被绑架。目前，警方正在调查此案，积极寻找受害人。

3月24日，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表示，“对此高度重视，立即启动领事保
护应急机制，第一时间联系约克区警方了解案情，要求警方全力寻找并安全
解救受害人，采取切实措施保障辖区内中国公民合法权益。总领馆也第一时
间与受害人家属取得联系并通报有关情况。下一步，总领馆将继续密切跟踪
此案进展，同警方、学校和家属等有关方面保持密切沟通，在职责范围内提供
一切必要协助，积极做好涉中国公民领事保护和协助工作。”

监控拍摄到的三名嫌犯

群众自发前来送别韩顺军

泰国大选
350席分区议席中
为泰党暂获多数议席

泰国选举委员会25日公布的计票
结果显示，在对95%的选票进行统计
后，国会下议院350个分区议席中，反
现政府的为泰党获得多数席位，支持
现政府的人民国家力量党所获席位位
列第二。

泰国国会下议院由350席分区议
员和150席不分区议员组成。根据泰国
选举制度，全国350个选区每个选区选
出一名议员进入分区议席，再按各政
党得票比例确定不分区议席分配方
案。泰选举委员会目前仅公布了350席
分区议席的初步计票结果。

根据选举委员会公布的名单，初
步判定有9个党已进入国会下议院，其
中为泰党预计将获得137个席位，人民
国家力量党预计获得97个席位，此外，
预计民主党获得33个席位、新未来党
30席、泰自豪党39席、泰国发展党6席、
民族党6席，国家发展党和泰民族合力
党各1席。

泰国选举委员会秘书长乍隆威当
天在发布会上表示，各党派得票数将
于29日公布，而本次选举的正式结果
则将在5月9日公布。

24日，选举委员会网络直播的计
票结果显示，在对全国92%的选票进
行统计后，人民国家力量党获得约750
万票，位列第一。

目前，人民国家力量党和为泰党
均已认为自己拥有组阁权。人民国家
力量党党首乌达玛25日表示，该党得
票数最多，说明得到民众的支持，将与
立场相同的政党就组阁进行沟通协
调；为泰党的总理候选人素达拉25日
则表示，为泰党获得了最多席位，表现
出人民对为泰党的支持，应优先组建
政府。

按照泰国选举法，国会下议院500
个议席确定后，再与全国维持和平秩
序委员会指派产生的250名上议院议
员联合投票选举总理。

2014年，泰国军方发动政变推翻
英拉总理领导的为泰党政府。原陆军
司令巴育领导成立全国维持和平秩序
委员会，担任总理并执政至今。3月24
日举行的泰国国会下议院选举是2014
年以来的首次选举。此次选举中，人民
国家力量党提名巴育为该党的总理候
选人。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