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观察
发现，该交叉路口一侧是地铁在建
工地，这导致整个路口变窄，加上车
流量较大，出现市民小跑过马路的
现象。“我就住在这附近，这条路也
经常走。但是每次走到一半就开始
亮红灯了，真的很赶。”一位市民向
记者说道。

这个交叉路口宽约50米。在绿

灯亮起时，记者拿出手机开始计时，
发现走到马路中间，也就是在26秒
时绿灯开始闪烁。要想完整通过路
口，则需要35秒。

而该路口的绿灯只有26秒，要
想在这个时间内通过整个人行道，
意味着每秒要走 1.8 米左右。“必须
走很快才行，这对于年轻人来说都
不一定能走过去，更不用说我们这

些老人家了。我已经走得很快了，
但还是来不及。”一位年长的市民
补充道。

在等待下一次绿灯亮起时，记
者发现，有些行人会提前走到车辆
停放的位置。“我先走一段距离，这
样一会儿绿灯亮起时不用太着急。
虽然行走的时候还是会感觉仓促，
但稍微要好一点。”一位市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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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成都的公园绿道，人们带
狗嬉戏的画面随处可见。漫步成都
街头，三五只汪星人组成的“狗队游
行”，也是随时可捕捉的街头即景。
关于狗狗与成都，记忆最深刻的，要
数某一年来蓉参加宠博会的客商说
的一句话，他语带羡慕地对笔者说，

“成都真是养狗的天堂”。适宜的自
然气候，众多的爱狗人士，使得成都
犬只数量已上百万。

哲人说，人类最聪明的决定就是
选择了狗作为好朋友。人与狗的相伴、
人对待狗的态度，构成了城市生态，也
构成了城市文明的要素。但遗憾的是，
不文明养犬的行为，在我们生活中还
是不同程度存在。

有的养狗不牵绳，狗跑吓到人；
有的养狗不清理便便，让路人“走狗
屎运”；有的“养而不教”，狗狗噪声
扰民……不文明养犬的危害，轻则
影响邻里关系、市容环境，严重的还
会生出事端惹出官司，甚至闹出命
案。就在三年前，宁波发生一起极端
案件，因狗吠影响睡眠，养狗的一家
四口被邻居报复，酿成三死一伤的
悲剧。由不文明养狗引发的官司已
然不少，每一个都是前车之鉴。

成都人爱生活懂生活，无论花草

还是宠物，家里总有一席之地。让人羡
慕的宠物生长环境，是美丽宜居生活
城市赋予的优势，但“好环境”的要义
里，也天然包括了市民文明养犬的责
任义务——养犬并非小事、私事，而是
关乎城市文明的大事、公事，体现着一
个城市的文明水平和市民素质高低。

成都作为著名的生活城市，更有
条件、也更需要匹配值得人们羡慕仰
止的养宠文明。对于汪星人，有人爱
有人怕。养狗的市民，懂得换位思考，
照顾公众感受，摒弃养狗不牵绳、不
清理宠便、在公共水源洗澡等有违公
德的行为，是萌宠文化的应有之义，
也是现代城市文明的内涵要求。

任何时候，文明养犬都应当是
市民基本的文明素养。当下，成都开
展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就更需
要在“文明养犬”这件事上，垂全国
之范。人是萌宠文化和养犬文明的
核心环节，文明养犬，每一位“铲屎
官”都不能掉链子——在对待萌宠
的态度上，不娇养不惯养不弃养；在
养育方式上，遵照规定文明养犬，即
是给汪星人最好的爱护。

而面对城市养犬暴露出的一些
顽疾，既需要个体的自觉，也需要外
在的倒逼。具体而言，文明养犬要靠
文明的自省内化，也需要法规的刚
性约束。眼下，成都正在加紧修订、
完善已执行十余年的《成都市养犬
管理条例》。内与外兼修，德与法共
治，共同塑造文明养犬的城市生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评论员 文阳

我 为 群 众 办 实 事

活动现场，一款叫“蓉城反诈卫
士”的微信小程序引来不少人围观。

据成都市公安局反诈骗民警介
绍，“蓉城反诈卫士”由成都市公安
局与成都无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
合开发，于今年8月问世，市民无需
下载App，在微信小程序内即可建立
自己的“反诈保护圈”，收到自己以
及亲朋好友的诈骗风险提示。

成都无糖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

合创始人、副总经理朱鹏表示：“访问
过诈骗网站、接到了诈骗电话、收到
了诈骗短信的用户，都是潜在的风险
点，我们获取这一信息后就会联合公
安机关，把用户信息告知网格管理
员，通过线下走访等方式向用户强调
诈骗风险。”而在“蓉城反诈卫士”小
程序上，用户可以添加家人、朋友建
立“反诈保护圈”，实时接收他们的受
诈骗风险信息，能够有效保护老人、

孩子不受诈骗信息侵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

到，本届成都市国家网络安全宣传
周公众体验活动还通过邀请专业律
师、开展市民公开课、免费手机“体
检”、帮群众安装防护小程序等，让
网络安全知识走进千家万户，为市
民营造幸福感、安全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叶
燕 王培哲 摄影记者 吕国应

“蓉城反诈卫士”来了，与家人共建“反诈保护圈”

来成都交子音乐广场
边玩游戏边学网络反诈

10月11日至13日，成都市国家
网络安全宣传周公众体验活动在成都
高新区交子音乐广场举行。本届活动
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
民”为主题，现场有最新的反诈知识科
普、最暖的网络安全服务、最有趣的沉
浸式游戏互动，在金秋十月为成都市
民带来一场网络安全知识嘉年华。

“学习通讯反诈知识，就能抽奖！”
“听我们成都公安说道最新型网络诈骗
手段，提升网络安全意识咯！”“打卡全
场，免费领取安全咖啡！”活动现场，这样
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伴随着丰富多彩
的多媒体知识科普和游戏体验，向大众
宣传网络安全知识，强化网络安全意识。

本届活动将传统天府文化与新兴
网络文化碰撞，用贴近群众的方式普
及网络安全。在“初心檐”有声展墙、

“勇渡飞虹”VR 吊桥，市民可以数字
化、趣味化学习党史。在“网事幸福课”
区域，市民可以听到来自成都市律师
协会网络与高新技术法律专业委员
会、成都市公安局等网安“大咖”的案
例分享和科普。

在“网络安全集市”区域，亚信安
全、中国移动、中国电信、无糖信息、成
都公安搭台，公益“兜售”各种网络安全

“锦囊”，聚集网络安全专家、大咖现场
担当“科普讲师”“安全医生”，借公众体
验活动这一平台为广大群众办“网”事，
为市民解决网络安全疑难问题。

“如果说现实赌博是十赌九
输，那网络赌博就是十赌十输。因
为网络赌博更适合背后操作，更让
人防不胜防。望广大市民小心谨
慎，远离赌博！”“网恋人必看！提高
警惕杀猪盘骗局！”“自称‘公检法’
的陌生人要求你下载 APP、转账，
该怎么办？”……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看到，网络骗局案例被巧

妙融入天府文化游戏场景中，寓教
于乐。在“火眼金睛”赏金通缉、“锅
里乾坤”仿真火锅等沉浸式游戏互
动区域，市民需用一双金睛火眼去
伪存真、用特制长筷在“火锅”里翻
找答案，玩法多多。

“网上交友杀猪盘骗局是近年
高发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段之一”，成
都市公安局反诈民警杜怡宏用风趣

的语言介绍道，“你手机中的‘小甜
甜’可能是‘油腻腻’的诈骗团伙，网
上交友要谨记‘谈感情，伤钱’。”

在“网事局中局”真人棋盘游
戏区域，不少市民正用圈套出网恋
诈骗常见话术，通过玩游戏提升上
网自我保护技能。此外，现场还可
答题闯关，获得咖啡、糖画、熊猫公
仔等奖品。

50米宽马路绿灯仅26秒，行人过街要小跑

交管部门：已调整，还将再延长
民呼
我应

26秒，你能过一条
宽约50米的马路吗？近
日，有成都市民反映称，
位于成华区建设北路二
段和二环路东二段交叉
路口处的红绿灯时长过
短，行人只能快走或跑
步才能通过马路。

9月23日，由成都
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办公室指导，成都
发布、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蓉城政事
承办的“民呼我应——我为群众办实
事”专题报道正式启动。对于市民反映
的这个问题，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前往现场进行了走访调查。

按照围挡上的公示，施工结束要
到2023年，真要等这么久才能调整红
绿灯时长吗？10月9日，记者再次拨打
成都市交管局五分局的公开电话，接
线工作人员表示，其正在该路口附近
巡逻，将把记者提到的问题向上反映。

随后，五分局二大队教导员与记
者取得联系，他表示：“红绿灯配置不
是单单调红绿灯就可以，还会涉及前
一个路段中的相关设备，而且调整到
多少秒合适也需要相关部门进行多次
测算。我们会尽快进行处理。”

11日下午，记者接到该教导员的
来电回复：“我们9号进行了调试，把
绿灯时间调整到了32秒。随后观察了
两天，基本能保证行人的通行时间。”

于是记者再次来到交叉路口，经过
6次测试后发现，在32秒的绿灯时间
内，大部分行人能走到斑马线三分之二
处，如果速度再快一点可以把人行横道
走完，但要完全走到马路对面，还需走
过一小段未画线的路程，而这并未算入
绿灯时间内。对此，该教导员表示：“会
再跟业务部门负责人员反映，建议把时
间往后延长4秒，调整到36秒。”

对于红绿灯的时长问题，他最后补
充道：“以后在巡查工程中，我们将加强
施工路段红绿灯的时长监管，做到提早
发现，并及时告知相关人员到现场进行
测试，直到结果符合路口当前的通行条
件，该路口才能验证成功，以此避免发
生类似情况。”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郑然 实习记者 黄盼盼 摄影报道

那么，其他路口的红绿灯时间有
多长呢？记者在红星路二段与武成大
街路口、红星路二段与新华大道三槐
树路口观察，发现在宽度同样约为50
米的路口，红绿灯时间为36秒。

如此“着急”的红绿灯是临时调

整还是常态？10月8日下午，记者联
系上成都市交管局五分局。针对这
一问题，工作人员表示，红绿灯时
间短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在修建地
铁 17 号线建设北路站二期工程。

“由于路口中间在施工，对红绿灯

的时长进行调整以保障机动车的通
行效率。人行道这边绿灯时间确实
太短了，给市民带来了很多不便。”
工作人员补充道，红绿灯的调配是
暂时性的，待施工结束后将重新调
整红绿灯的时长。

约50米宽路口绿灯只有26秒
行人小跑才能过街

群众群众
反映反映

时长问题受地铁施工影响
只是暂时性的

最 新 进 展最 新 进 展

绿灯时间已调整为32秒

后续还将调试
达到正常标准

交管交管
部门部门

学党史、上网课
“安全医生”

为广大群众办“网”事

将网络骗局案例融入游戏，寓教于乐
还可答题闯关拿奖品

“蓉城反诈卫士”小程序来了
无需下载App，即可与家人建立“反诈保护圈”

让人羡慕的宠物生长环
境，是美丽宜居生活城市赋予
的优势，但“好环境”的要义
里，也天然包括了市民文明养
犬的责任义务。

文明养犬，“铲屎官”不能掉链子

行人还没走到马路对面就亮红灯了，出现人车混行的情况

成都市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公众体验活动现场

10月11日，最高检召开新闻发
布会，发布《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推
进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的
规定》（以下简称《行刑衔接工作规
定》），通报有关情况，并发布人民检
察院行刑衔接工作典型案例。

最高检副检察长杨春雷介绍，
行刑衔接是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
衔接的简称，实践中，行刑衔接的重
点多在民生领域，是行政执法部门、
司法机关乃至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
一项工作。

“今年 6 月，中共中央印发了
《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
督工作的意见》，对健全行政执法和
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完善检察机关
与相关部门信息共享、案情通报、案
件移送制度提出了明确要求。”杨春
雷说，出台《行刑衔接工作规定》是
为了更好地贯彻落实该《意见》。

杨春雷坦言，过去，检察机关开
展行刑衔接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也面临一些问题：“以罚代刑”“不
刑不罚”现象依然存在；检察监督手
段单一，有的单位或者个人对检察
监督不支持、不理解；有的地方检察
机关就是否继续对行政执法机关移
送涉嫌犯罪案件予以监督存有疑
惑，工作积极性不足等等。

杨春雷说，近年来，在行刑衔接
领域，最高检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
系列文件，开展了多次专项监督，办
理了一批有影响力的案件，积累了
很好的经验。此次《行刑衔接工作规
定》的出台，有利于及时总结既有经

验，进一步形成监督合力，实现双赢
多赢共赢。

据介绍，《行刑衔接工作规定》
共十七条，在内容上突出双向衔接
并规定启动情形。正向衔接的启动
情形有：人民检察院主动审查；行政
执法机关建议启动监督；人民群众
举报。反向衔接的启动情形是人民
检察院在拟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同
时，依法审查是否需要对被不起诉
人给予行政处罚。

《行刑衔接工作规定》还明确
了监督方式。人民检察院对于行政
执法机关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开
展监督和对需予以行政处罚的不
起诉案件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的，都应当提出检察意见。人民检
察院提出检察意见，应当向本级行
政执法机关或者同级有关主管机
关提出。对需要跨级、异地提出检
察意见的，也应当按照同级对应的
原则处理。同时检察意见应当抄送
同级司法行政机关。

“对有关单位不答复、不处理的，
检察机关可以将有关情况通报同级
司法行政机关或者其上级机关。必要
时可以报告同级党委、人大常委会，
同时明确对不起诉案件的检察意见
应当要求有关单位在两个月以内回
复办理情况或者处理结果。”杨春雷
说，人民检察院发现行政执法人员涉
嫌职务违法、犯罪的，应当将案件线
索移送监察机关处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高鑫
北京报道

最高检出台行刑衔接工作规定：
对“以罚代刑”“不刑不罚”现象

切实履行监督

上接01版

经验
架起“沟通桥”完善调解机制
力求多方利益都能得到保障

在成都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推
进中，有一支不容忽视的志愿者队
伍，名叫“蓉易安”。

据蓉易安城市更新服务平台志
愿者介绍，作为政府部门、电梯企业
和百姓三方的信息沟通平台，这支
志愿者团队主要负责帮助街道和社
区等基层对政策规定进行宣传解
读、对加装过程中的纠纷进行协调，
同时联系专家提供技术支持等。

“在跟进加装电梯项目落地
的过程中，持反对意见的居民通
常有两方面的顾虑”，据该志愿者
介绍，一方面是物理方面的顾虑，
例如顾虑采光、噪音等方面会有
影响；另一方面则是低楼层住户
对经济方面的诉求。而针对各小区
不同情况，志愿者们会进行政策解
答的同时，针对性地提出调解方案。
除了经济上的协商，还包括对一楼
环境进行改造、美化等，促进各方利
益得到平衡。“通过志愿者们参与调
解，不仅许多问题能够有效解决，并
且居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在加装电
梯的过程中，邻里间的交流反而变

多了，楼上楼下更熟络、亲切了”。
建立调解机制，是成都市推进

既有住宅加装电梯的重要经验。
据成都市住建局物管处相关负

责人介绍，成都市建立了人民调解、
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机制，架设
平台志愿者、社区居民委员会和属
地街道办事处三轮调解的“一座
桥”。经三轮调解仍未达成统一意见
的住户，或者低层住户的合理诉求
未得到满足的情形下，成都的做法
是引导利害关系人通过司法途径解
决。目前，成都市已有2起加装电梯
案例通过司法途径解决。

另一方面，成都还在全国首次
提出了针对老年人、残疾人和失能
人员等特殊群体的优抚条款。

据成都市住建局该负责人介绍，
在成都实施的政策中，在居民充分协
商未果的前提下，如果单元内存在一
名以上经专业机构认定的失能人员，
两名以上年满70周岁或一名以上年
满80周岁的老年人，一名以上视力或
肢体残疾达到三级以上的残疾人，在
符合实施条件的基础上，“对于提出补
偿方案并充分征求利害关系人意见并
未达成一致，且经调解无效的，社区居
委会可对加装电梯项目予以确认”。

“一键到家”正在惠及更多市
民。记者了解到，2021至2023年，成
都市计划累计增设电梯5000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