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日上午，绵阳市涪城区杨
家镇居民赖女士，带着9岁的女儿
轩轩上街赶集。轩轩在街上遇到
了一个同龄的小姑娘，虽然两人
不认识，但很快玩耍到了一块儿。

“我想两名小孩儿在一起玩
耍，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就告诉
女儿，自己到旁边菜市场去买菜，
买完后再回来接她，并告诉她不能
乱跑。”24日，回想起女儿失踪，赖
女士非常后悔，她说，得到女儿的
应允后，她到旁边市场买菜去了。

20分钟后，赖女士回到女儿玩

耍的地方，已不见女儿和另外一名
小姑娘的踪影。问遍了周围的商
家，均表示没有注意孩子的去向。

赖女士急了，她沿回家的方
向寻找女儿，没有找到，邻居也说
没有看到。着急之下，她给丈夫张
先生打了电话。

“我们夫妻二人找遍了整个
乡镇，都没有发现女儿。”赖女士
说，直到天黑，轩轩仍然不见踪
迹。夫妇二人召集兄弟们一起在
家附近的山上、河边四处寻找，直
到晚上11时许，还是无功而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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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信电影台词：失踪24小时才立案
9岁女孩走失 家长24小时后报警

警方：“24小时立案”是谣言！儿童或少女失踪立即立案

2016年11月25日
星期五

资料显示，毕节8县区中
有 5 个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其中大方县贫困面
大、贫困程度深，扶贫开发任
务非常艰巨。

恒大集团从 2015 年 12
月 1 日 开 始 结 对 帮 扶 大 方
县，计划三年内无偿投入扶
贫资金 30 亿。

据了解，此次援建的 63
个重点项目中包括 40 个带
产业依托的新农村，另外的
23 个重大产业扶贫项目则

包括蔬菜产业 5 项，肉牛产
业 10 项，中药材产业 5 项，
经果林产业 2 项，乡村旅游
产业 1 项。

“在帮扶的过程中，恒大
集团变点式帮扶为整县推进、
变间接帮扶为直接参与、变单
一捐资为立体帮扶、变大水漫
灌为精准滴灌。”扶贫专家指
出，恒大形成了民企直接参与
精准扶贫的新模式，为民企参
与“补短板”，促进“共同富裕”
提供了好的范例。

12月1日至4日，第四届成都国际都市现
代农业博览会将在新会展中心举办。本届成都
农博会迎来14个国家、国内23个省市、成都20
个区（市）县及国内外涉农企业参展，参展企业
超过1000家。此外，一场极具国际范儿和科技
含量的综合性农业盛会即将亮相。

中外汇聚凸显农业开放合作
西班牙火腿、法国蜂蜜、加拿大芥菜籽油

……第四届农博会展期，来自国外的特色农产
品将悉数亮相。据了解，泰国、马来西亚、西班
牙、加拿大、韩国、波兰、新加坡、澳大利亚、日
本、意大利、法国、以色列、希腊、俄罗斯等 14
个国家将参展，带来当地优质特色农产品。以
色列滴灌及大棚技术，新加坡养殖监控技术等
农业高新技术也将展示。中国工合国际委员会
也将组团参展，开幕当天亮点来自美国的圣诞
树，寓意开启与成都的合作。

成都农博会也吸引了国内其他省市的积极
参展。目前，青海省、哈尔滨市、沈阳市、昆明市、
兰州市、贵阳市、福州市等14个省市以及川内
达州市、南充市、雅安市、资阳市、甘孜州、阿坝
州、凉山州等9个市州确定参展，将带来哈尔滨
五常大米、昆明鲜切花、鲜花饼，贵州富硒大米、
茶叶，沈阳鹿产品、虫草等特色农产品。

中国农科院首次参展 展示亮眼科技
现代农业离不开科技的力量。本届成都农

博会搭建现代农业科技成果和创新展示交易
平台，集中展示国内外现代农业新技术、新品
种、新成果及农业创新项目。其中，代表我国农
业学术权威的中国农业科学院首次组织16家
直属院所参展，包括茶叶所、果树所、环保所、
加工所、麻类所、牧医所、南极所等，展示一流
的农业技术和最新研究成果。

此外，极飞农业植保无人机将亮相本届成
都农博会。据了解，参展的植保无人机系统是
该公司最新发布的全新无人机植保解决方案，

“我们的系统让航线飞行精度达到厘米级，变
量喷洒技术还能减少农药的用量。”相关负责
人介绍，该款无人机系统喷洒精准、作业高效，
能达到每小时 80 亩的效率，并且还有夜间飞
行功能。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勇担责任产业“造血”恒大创精准扶贫新样本

11月23日，全国最贫困地区之一的
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随着推土机、挖掘
机整齐发动，恒大集团结对帮扶大方县第
二批援建63个重点项目就此全面开工。

数据显示，预计到12月底，恒大将用
仅仅一年的时间帮助大方约8万人脱贫，
完成总脱贫任务的45%。

分析人士指出，恒大结对帮扶大方，
不仅出资金，更重要的是出人才、出技术、
出管理、出思路。该举动已经转化成为助
推大方及毕节这一全国首个“开发扶贫、
生态建设”试验区加速发展的强大动力。
“虽然再造一个恒大十分困难，但这种‘恒
大’的模式为更多企业参与扶贫提供了可
借鉴的样本。”

在谈及帮扶大方县的初衷时，许家印表
示：“民营企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变
强，无不得益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全社会
的理解、帮助与支持。饮水思源、回报社会，
是民营企业应尽的社会责任。”

而每进入一个行业或领域，便迅速立下
“恒大”样本，速度背后，更是其实力与责任的
力证。

从率先迈入3000亿销售额的房企，到今年
年中已进入《财富》2016世界500强，位列中国
500强43位；从助力中国体育，到大方扶贫，许
家印和恒大的未来还将无限宽阔。正如业界分
析人士所说，“恒大已成为当下中国商业世界
的赢家，能打败他的只有他自己。” （谢雯）

空谈“恒大模式”或许很困
难，但我们可以从一个小例子
看清楚。幸福新村是此次开工
的新农村建设项目之一，每家
配建有两座蔬菜大棚，一年可
种三至四季蔬菜，年人均收入
超过 4100 元。销路方面更不用
愁，由恒大引进的地利集团是
一家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在
批发、零售、网络运营等方面有
丰富的经验和渠道资源，主要
负责菜品销售。

这样一来，恒大解决了农户

“不知道种什么、不知道种多少、
不知道怎么种、不知道卖给谁”
的根本性问题。

对于这一模式，恒 大 集 团
董事局主席许家印进一步阐释
说：“因地制宜的产业扶贫，是实
现永久脱贫的基础。扶贫攻坚的
核心在于产业支撑。”

分析认为，恒大结对帮扶大
方县，一改传统的帮扶方式，坚
持精准扶贫，因户施策、因人施
策，激活了当地的“造血”能力，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可持续发展。

精准扶贫 为民企参与“补短板” 恒大扶贫，不只是“砸钱”那么简单

恒大“速度”，背后是更多的责任

第四届成都农博会
高科技国际范亮眼

虽然轩轩找到了，但民警
非常不解：孩子走失了，赖女
士为何不第一时间报警呢？

赖女士称，因为听说“人
员失踪不到 24 小时公安机关
不会立案”，于是就开始自己
寻找，等到24小时后再报警。

24 日，成都商报记者联
系上赖女士，她介绍，自己

当 时 几 次 想 到 过 报 警 。但
是，邻居告诉她，“人员失踪
不到 24 小时公安机关不会
立案。”赖女士称，她和老公
商量过，也回想起自己曾看
过的电影电视剧，里面演的
是“人员失踪不到 24 小时公
安机关不会立案”，才等到
次日上午报警。

“人员失踪不到24小时公
安机关不立案，这完全是谣
言。”涪城区公安分局杨家派
出所副教导员王槐说。

王槐介绍，2010 年，最高
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司法部联合下发《关
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
罪的意见》，其中规定，接到儿
童失踪或者已满 14 周岁不满
18周岁的妇女失踪报案的，公
安机关应立即以刑事案件立
案，迅速开展侦查工作。

“不管是成人还是未成年
人，法律根本没有规定失踪后
24小时才会立案。特别是小孩
儿、老人，走失后家人都应该第
一时间报警。”王槐介绍，正常
的成年人失踪可能性小，有可
能是因为某事不想回家，因此，
家属在报正常成年人失踪时，
警方会根据家属提供的情况进
行判断，然后决定是否立案。

那么，“失踪不到 24 小时

不立案”的谣言是如何而来
呢？对此，成都商报记者搜索
发现，打拐题材电影《亲爱
的》中一句“失踪超过24小时，
警方才会立案”的台词曾引起
了广泛的热议。

对此，公安部刑侦局打拐
办主任陈士渠曾在微博上澄
清：儿童、少女失踪或走失，监
护人或家长都应立即报案，警
方接报后会在第一时间立案
调查，不需要等24小时。

王槐提醒家长，发现孩子失
踪后最早的24小时，是找回孩子
的黄金时间，家长和亲友应第一
时间向公安机关报案，及时拨打
110或到就近的公安机关报案。

“警方将采取及时行动，
会增加短时间找回失踪孩子
的几率。”王槐提醒，发现孩子
失踪要第一时间报警，父母一
定要及时到公安机关采集本
人血样，以便在侦查过程中进
行比对。

儿童失踪或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妇女失踪报案，警方会立即立案
成年人失踪报案，警方会根据家属提供的情况进行判断决定是否立案

20日上午，赖女士带9岁的女儿轩轩（化名）到街上赶
集，女儿失踪。几经寻找无果，赖女士次日上午10时许才到
当地派出所报警。

24日，成都商报记者从绵阳警方获悉，两天后，孩子
幸运被找到。警方表示，人员失踪不到24小时公安机关不
立案，这是谣言！孩子走失后一定要立即报警！

回到家中，整个晚上，赖女士
和丈夫不敢关灯，不敢睡觉。“天
一亮，我就和老公一起再次上街
寻找，直到 21 日上午 10 点多钟，
确实没有女儿的消息后，我和老
公来到了杨家派出所报警。”赖女
士说。

24 日，涪城区公安分局杨家
派出所副教导员王槐介绍，接到
报警后，他们立即调取监控，发
现轩轩确实和一名小姑娘离开
了场镇，立即将轩轩和另一个小
女孩的截图发到周边乡镇派出

所，协查寻找。
周边乡镇反馈的信息都说没

见过这两个娃娃，警方加派警力寻
找轩轩。22日10点，警方接到了目
击者电话，称看见两个小女孩往几
公里外的玉皇镇方向走去，随后警
方在玉皇镇找到了轩轩。

“幸好不是拐卖。当时另外一
名小女孩喊轩轩到她家去耍，轩
轩就跟着去了。那个小女孩父母
在外打工，家中只有一名年迈的
婆婆，根本没想过轩轩家在找
她。”王槐说。

失踪·立案

孩子走失 家长苦苦寻找一天一夜

打拐题材电影
《亲爱的》一句台词：
“失踪超过24小时，
警方才会立案”，曾引
发热议。就是这句台
词，让绵阳人赖女士
相信了

调取监控 两天后在邻镇找到孩子

为何不及时报警？
“听说失踪不到24小时不立案”

24小时才立案？
警方：谣言！失踪应立即报警

戴莉玲 钟明 成都商报记者 汤小均
图片由警方提供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

销“排列3和排列5”第16322期排列
3直选中奖号码：271，全国中奖注数

4105注，单注奖金1040元；排列5中奖号码：
27103，全国中奖注数29注，单注奖金10万元。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四川联销“3D”
第2016322期开奖结果：153，单选1272
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选3，0注，单注奖

金346元，组选6，1794注，单注奖金173元。●中国电
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16138期开
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7、20、24、30、25、16，蓝色球号
码：07。一等奖12注，单注奖金6052114元，其中：一
等奖复式投注7注，11052110（含派奖5000000元）。
二等奖160注，单注奖金98635元。下期一等奖奖池
累计金额998764932元，下期一等奖派奖金额
49999977元，六等奖派奖奖金余额14784991元。（以
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成都市区空气质量预报

今日良 AQI指数：63～88
温馨提示：空气质量可接受，但某些污染

物可能对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健康有较弱影
响。极少数异常敏感人群应减少户外活动。

（据四川省气象台、成都市环保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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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18处不扫落叶 金黄铺地等你赏
又到一年银杏黄。成都市

民向来对绚丽的市树情有独
钟，每到这个时节，都会有人呼
吁，可否慢点扫落地的黄叶？昨
日，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答复：
可以。目前，城管已经指定18个
点位的落叶“只捡不扫”，留一
地金黄，供市民观赏。

11月24日，成都商报记者
从市城管委获悉，为让市民更
好地观赏美景，成都已经针对
银杏等树木的落叶实施了人性
化管理，在12条街道和6个街心
花园保留银杏、大叶榕等具有
观赏性的季节落叶，实行落叶

“只拣不扫”。上述负责人介绍，
其实成都从2009年起，就已经

针对银杏落叶实施了人性化管
理，实行落叶“只拣不扫”。“这
些地方清理白色垃圾、烟头就
行了，落叶腐烂时才会统一打
扫。”市城管委相关负责人说。

18个街巷和花园广场，包
括锦江区的大慈寺街、合江亭
周边、人东路口街心花园；青
羊区的锦里东路、锦里西路、
西华门街、拒霜园、银杏园；金
牛区的银杏路、金沙路、为民
街心花园；武侯区的锦绣路、
锦绣巷、浆洗街小广场；成华
区的建设北路一段、香木林街
心花园以及高新区的锦成大
街、天府大道北段。

成都商报记者 李秀明

昨日起，成都一环路（清江东路
口至菊乐路口段）实施机动车由北
向南单向交通，一环路高升桥跨线
桥（内侧）桥面禁止车辆通行。单行
第一天的早高峰，除一环路芳邻路
到菊乐路口，出现车多缓行的情况
外，总体交通比较通畅。

8：20，一环路清江东路口至菊
乐路口段已经实施机动车由北向南
单向措施，交警四分局民警在一环
路清江东路路口疏导交通。

随后，记者从一环路清江东路
路口出发，驱车前往菊乐路口，沿路
车流量比较大。当行驶至百花谭公
园芳邻路附近时，道路由宽变窄，车
辆汇聚，通行缓慢，大约耗时 15 分
钟，车辆到达菊乐路口。

在一环路菊乐路口，提示单行和
绕行的提示牌摆在道路中间，此时一
环路高升桥跨线桥桥面内侧禁止通
行后，高升桥方向驶来的车辆仅能通
过辅道行驶，在菊乐路口左转进入菊
乐路，而菊乐路驶来的车辆只能右转
进入一环，不能往一环中医学院路口
通行。“从第一天早高峰的情况来看，
菊乐路口交通比较正常，未出现车辆
堆积情况。”交警一分局三大队民警
高钟说，菊乐路口是单行区域最后一
个交通节点，在这里就不能直行往一
环中医学院路口通行。

民警建议，“绕行尽量选择走中
环路，若中环路情况不太乐观的话，
可以选择走二环或者三环。”同时，
一环路由南向北的车辆，可以选择

永丰路、浆洗街一线，高升桥路武侯
祠大街一线，或相邻的主干道绕行。

此外，交警四分局民警潘毅提
醒，从一环路菊乐路口到中医学院
路口，由南向北行驶的车辆，除特种
车辆和有区间证的车辆外，其余车
辆是禁止通行的。如果车辆执意通
行，执勤民警将根据机动车违反禁
令标志进行罚款100元，记3分的处
罚。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 摄影记
者 张建

一环路清江东路口至菊乐路口段
单行首日 早高峰部分路段缓行

昨日，菊乐路口竖起绕行提示牌

监控显示，20日上午，轩轩（左）
和刚刚认识的小姑娘离开场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