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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晚8点起，进藏

第一关的康定市折多山普降大

雪，至10月2日，全市境内多

处积雪，道路通行能力急剧下

降，截止当天晚上9点30分，

折多山道路积雪厚度达到40

公分，千余台车辆因雪受阻，滞

留折多山。由于地处高海拔地

区，加之气温骤降，部分游客出

现身体不适，情绪波动。

雨雪灾情就是集结令，群

众需要就是冲锋号。面对雨雪

灾害和游客困境，康定市各级

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坚守在一

线，服务在前沿，用实际行动践

行誓言，以无悔奉献书写忠诚。

甘孜日报讯 今年以来，丹巴县
政协结合实际，采取“五法”力推“我
为脱贫攻坚做件事”活动。

走访法。深入开展“走基层、走
乡镇、走村寨、走农户”活动，确保
县级领导每周走乡镇督促指导不
少于2天，办公室、结对帮扶责任人

（小分队）每周走村入户不少于 2
天。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员按要
求开展工作。

察看法。按界别组织政协委员
和机关干部职工分期分批深入贫
困村，察看村道和村庄环境卫生、
贫困户家庭卫生，察看路、水、电、
广电设施、网络设施是否达标，察
看卫生室、文化室是否正常运行，
察看产业（种植、养殖、加工、服务
等）发展情况，察看易地搬迁户新
房和旧宅基地拆除情况，察看村风
村貌情况，查找梳理存在的问题，
提出整改意见。目前，该县政协组
织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职工已走
遍全县近半数（全县共有54个贫困
村）村，查找问题上百个，有力助推
了贫困村发展。

亲民法。坚持真情才能换民心
的理念，下基层政协委员和机关干
部职工，讲究群众工作方法，与群众
接触说百姓话、问百姓事。自己亲自
动手到群众家中帮助搞清洁卫生、
整理农具、整理衣物、归整杂物、洗
菜做饭，真正把结对“亲戚”当作家
人一样对待。做到不怕脏、不怕累，
住在群众家，吃在百姓家，吃住全付
账。政协机关干部职工还坚持每周
至少一次与群众一道干农活，主动
下地掰玉米、撕玉米壳、喂猪喂鸡、
放牛放马、积肥背粪，坚决做到自己
能做的都伸伸手、出出力。

疏导法。结合开展政策宣讲

活动，以摆谈方式听群众想什么、
摆什么，听群众对法律政策的了
解程度，听群众对干部作风的看
法，听群众需要什么、想做什么，
听群众对党和政府的诉求，听群
众对脱贫攻坚工作满不满意，精
准识别的时候公示与否，对小额
信贷满不满意等。在边问边听的
同 时 ，一 方 面 多 讲 一 些 法 律、政
策，多做一些解释、疏通，打开群
众一时不明白的“心结”，疏通一
时没想通的“气怨”，多讲一些乡
村振兴战略对今后农业农村的好
政策、好机遇，让百姓对党多一些
感激，树立信心，提振精神；另一
方面对急需通过政策层面解决的
问题，及时向乡镇党委政府反馈，
积极协助村上解决一些当前必须
做好的工作。目前，已经向 15 个
乡镇提出改进工作建议 30 余条。

查算法。结合县委、县政府今年
脱贫攻坚县“摘帽”工作部署，组织
县政协机关干部检查乡、村、户软件
资料，重点对乡、村、户档的数据真
实性、统一性、逻辑关系、资料与系
统、贫困户口述的一致性进行检查
核实，帮助检查软件资料中存在的
其他细节问题；检查文化室书籍借
阅手续是否健全，卫生室药品是否
齐备，开展各类活动的相关资料是
否收存。用心帮贫困户算清每一笔
账，政策性（转移性）收入有哪些、是
多少，家庭经营性收入有哪些、分别
有多少，财产性收入包括哪些、分别
是多少，工资性收入是多少、年内支
出多少，都让贫困户说得清楚。同
时，还帮他们进一步了解熟知国家
在教育、医疗、社保、养老等方面的
优惠政策。

安斗阿布

发挥纽带作用
助力脱贫攻坚

丹巴县政协力推“我为脱贫攻坚做件事”活动

甘孜日报讯 10月8日，接四川
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指挥部命
令，我州立即组织派遣精兵强将，选
派州医院13名医护人员、州疾控中
心3名专业人员，由应急办主任带队
组成卫生应急救援小分队，赶赴凉
山州德昌县参加四川省卫生应急与
国防动员军地联合演练，执行为期5
天的现场救援任务。

本次演练由省卫生计生委主
办，由省医院牵头的国家（四川）紧
急医学救援队、华西医院牵头的国
家（四川）卫生应急移动医疗救治
中心、省骨科医院牵头的国家（四
川）中医应急医疗队三支队伍组
成，相关实战训练培训将持续到10
月 12 日。截至 8 日下午 17 点，我州

卫生应急救援小分队16名队员及1
辆手术车全部按时抵达演练现场，
开展帐篷医院搭建、设备安装调试
工作。目前，全省11支市（州）、县级
紧急医学救援分队、凉山州志愿者
救援队等救援单位和社会组织已相
继抵达现场。据统计，本次卫生应
急联合演练规模达 400 余人。此次
演练模拟现代高原山地地震救援实
战环境，设定为水源、食品和医疗
物资匮乏条件，无外援帮助的各队
伍自我生存保障。演练科目涵盖响
应、集结、投运、指挥、展开、搜救、
救治、支援、转运、信息报送、协同
联络、后勤保障、野外生存、团队整
合和心理干预等。

罗宇

我州卫生应急救援队参加
全省卫生应急军地联合演练

甘孜州中级人民法院 主办

【案例】案件执行阶段法院穷
尽查控手段的同时，申请人应积
极提供线索，促使案件执行取得
新进展。——谢某斌、杨某兵与罗
某聪劳务合同纠纷执行案

案情：
谢某斌、杨某兵与罗某聪劳

务合同纠纷一案，德格县人民法
院作出的民事判决书已发生法律
效力，被执行人罗某聪未主动履
行义务，谢某斌、杨某兵于2018
年3月3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申请执行标的为340182元。

执行中，法院依法向罗某聪
送达了执行通知书、报告财产令、
被执行人财产申报表等法律文
书。法院通过对申请执行人谢某
斌、杨某兵提供线索的调查核实，
以及网络查控系统和实地调查，
发现被执行人银行存款因涉另一
民事纠纷，已在900万范围被保
全冻结；后调查了被执行人房产、
车辆登记信息，发现被执行人名
下房屋及丰田牌车两辆、本田牌
车一辆均已被查封、扣押，无法处
置，未查到罗某聪名下有股票、金
融理财产品、收益类保险、股息红
利等财产以及其它可供执行的房
产、不动产登记信息。在案件执行
陷入僵局时，经申请人提供线索
得知，被执行人罗某聪在上级法

院有上诉费10余万元，后在上级
法院协助执行下，申请人部分权
益得以了实现。在申请人全部权
益不能得到实现时，执行法官采
取明理释法的措施，向被执行人
释明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将会
被限制高消费、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司法拘留，甚至以拒执罪
判处刑事处罚等。在执行惩戒高
压态势下，被执行人主动要求与
申请人协商还款履行方式，经双
方自愿协商，达成了还款协议，被
执行人承诺一定在约定期限内履
行还款义务。

法官点评：
本案执行中发现，申请执行

人未在民事审理阶段申请采用诉
前、诉中保全等措施，导致案件在
执行阶段陷入被动局面。在民事
法律行为中，每一位公民都应当
提高风险意识，在参与市场经济
活动中不应当有侥幸心理，要充
分了解对方（自然人、法人）的债
务履行能力，谨慎进行经济交往，
降低社会风险。同时在诉讼前、诉
讼中要及时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以免被执行人转移、抵押等原因
而失去财产的优先处置权，导致
胜诉权益无法实现，承担执行不
能风险。

德格县人民法院供稿

以案说法（三十六）

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党员干部的身影。党员干
部身先士卒，深入到最危险、最紧急的一线，及时转
移游客、排险救援。折多山警务站站长包永鹏在面对
折多山信号失联，救援难度空前艰难的情况，也一度
感受到绝望与无助，但是作为人民警察，他深知他们
就是被困游客的最后希望，不管有多艰难，都要咬牙
挺住。从10月1日起，他与折多山警务站的潘强、扎
西尼玛、格登多吉3名民警在这条公路上奋战30多
个小时，记不清在这条公路上走了多少个来回，衣
服、裤子和袜子结成凌冰，冻得像盔甲一般，双腿像
灌了铅似的，没有了知觉，但依然坚持在抗险救助一
线，帮助被困旅客。雅拉乡干部黄丹在接到木格措景
区有众多游客被困，无法回城的消息后，第一时间赶
到道路最为拥堵的王母村三岔口和事故多发地进行
救援，帮助受阻游客上链条、推车，奋战至凌晨，直至
游客全部安全疏散。榆林街道折多塘村支部书记张
布楚从10月2日晚8时至10月3日下午，自发组织
本村民兵及村民共计60余人，在村里停电情况下，
不间断用柴火烧热水，在折多山上徒步给滞留旅客
送去热水、干粮等物资，直至10月3日折多山道路基
本畅通为止。新都桥镇卫生院医生刘晓伟接到上级
救援命令后，立即回到岗位上发动救护车和同事们
迅速赶往折多山，连续往返96个小时救助游客，共
转诊病人6次，途中医疗援助游客13人次，开展高反
健康咨询20余次，在工作中度过了42岁生日。

抗击雨雪灾害中，广大党员干部犹如一面面鲜红
的旗帜，飘扬在每一处群众最需要的一线，用实际行
动践行着誓言，用忠诚大爱融化了折多山的暴风雪。

用行动践行誓言 以奉献书写忠诚
康定市党员干部雨雪灾害抢险救援纪实

◎市委组织部 文/图

雨雪灾害发生后，州委书记刘成鸣
迅速作出批示，要求全力保通畅、保运
转、保安全，州政府州长肖有才，州委常
委、州纪委书记、州监委主任谭晓政，州
政府副州长、州公安局长高展等州领导
亲赴一线指挥调度。康定市委书记邓立
军、市政府市长甲么及相关市领导立即
赶赴折多山参与抗雪保通和应急救援
工作。其他市领导分赴折东、折西、木格
措、城区、榆磨路段等现场指挥应急保
通工作。州市相关部门迅速行动，紧急
调配人力、物力，连夜开展紧急救援，出
动应急保通军警人员800余人，组织市
直各部门、乡镇（街道）工作人员、民兵
应急队伍1000余人，动员乡镇(街道)群
众2000余人，全力开展交通疏导管制、
应急救援和物资运输。组织医护人员55
人、救护车辆15辆，为滞留折多山游客
提供价值2.1万元的高原应急药品、常
规药品、氧气等，及时开展医疗救助150
余人次。筹备 10 万余元的应急食品、
800余件棉衣分送至滞留旅客手中，并
在折多山设置应急物资储备点，以备应
急所需，力保游客不受冻挨饿。州、市公
安等应急抢险部门按照远端分流、近端
管控、现场疏导的原则，在塔公卡点、两
岔路卡点、鸳鸯坝卡点、榆磨路卡点进
行交通管制和车辆劝导工作。

折多山国道318沿线乡镇（街道）党
（工）委按照全市总体部署，组织党员干
部深入前线战斗抢险，6 个公路沿线乡
镇（街道）组织 18 支党员突击队和应急
民兵排投入抗击雨雪灾害一线。炉城街
道党工委组织街道党员干部、社区干
部，以及清泉一村、清泉二村和大风湾
村等4个村民兵共30余人，由党工委书
记、主任带队，为困留车上的过往旅客
送上生活物资，清扫路上积雪，帮助滞
留汽车排除故障；瓦泽乡党委全体干部
除一人留守办公室外，其余干部和公路
沿线的村干部共40余人，成立两组党员
应急小分队，前往山顶为被困游客发放
应急物资，共计发放价值 5700 元的物
资；呷巴乡党委在 10 月 2 日晚上，由乡
党委书记组织党员及干部职工和俄达
一、二村党员干部共20余人组成应急小
分队，赶赴折多山，为被困在风雪中的
旅客送去食品和物资。10 月 3 日，再次
组织救援小分队到折多山发送应急物
资；新都桥镇党委组织镇村党员干部、
民兵共 50 余人前往折多山开展救援保
畅工作，出动车辆 5 台，送去价值 2000
元的物资。其他非沿线乡镇党委组建乡
村干部、民兵应急小分队、联系单位干
部进村查灾核灾，全力搜索救援本辖区
内滞留游客，救助景区游客200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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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网曝一家餐厅的饭局预结
算单高达40多万，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菜品之奢华、消费之巨大，都让人瞠目
结舌。这不是近年来被曝光的第一起

“天价”饭局。而几乎每一次，“天价”都
会激起舆论的强势围观和反弹。究其
原因，在于“天价”二字已突破了人们
惯常的生活认知和经验。“贫穷限制了
我的想象力”、“一顿饭吃掉三线城市
一套房”等吐槽满屏皆是。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几十万元吃
一顿饭就有多大的法律问题，但反对
铺张浪费，提倡勤俭节约，强调艰苦奋
斗，任何时候都不过时。尤其是，眼下

“十一”长假即将到来，重申这番“老
调”显得更为重要。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四十
年以来，国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物质上，消费旺
了，腰包鼓了，我们正在从“吃得饱”向

“吃得好”转变；精神上，娱乐多了，脑
袋“活”了，一些不健康、不文明的生活
方式和理念，也逐渐被越来越多的人
所抛弃。然而需要看到，当前社会上，
诸如餐桌浪费、包装过度、超前消费等
奢靡生活风气，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
着。特别是在商场和私人宴请领域，重
大节假时候，吃饭非大酒店不去、酒水
非大名牌不喝、菜品非大虾鲍鱼不上
的观念，依旧深深地刻在一些人的脑
袋中。这些现象表明，相比过去，我们
物质上的确是富了，但在精神价值取

向上，还远远没有到达富足的地步。
正是看到这样的不良风气存在，

党和国家才及时号脉，精准“抓药”。针
对党员干部队伍，我们持续推进反腐
倡廉和反“四风”等工作；而对于全社
会各领域，也出台了许多有针对性的
文件。比如，去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
印发了《关于开展倡导绿色生活反对
铺张浪费行动方案》，在全社会倡导绿
色生活、反对铺张浪费。去年7月，商务
部、中央文明办还联合发出通知，部署
在餐饮行业深入开展“厉行勤俭节约、
反对餐饮浪费”工作。这些政策和行动
引发了强烈反响和呼应，表明反对铺
张浪费、提倡勤俭朴素、强调艰苦奋
斗、倡导绿色生活，中央重视，群众期

盼，社会也关注。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

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如今，我们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目标，不论身处哪个行业，做着
怎样的工作，国人的生活水准和福利
待遇都进步了太多，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也在不断被满足。然而，
一道新的考题摆在了全社会面前：富
起来以后，我们当以怎样的姿态和理
念去生活前进？是把“人生在世，吃喝
二字”当信条，还是把“勤劳、勤勉、勤
俭”装在心里、教给后代？新时代，新生
活，更要有新智慧。反对奢华浪费，提
倡勤俭节约，是每个人的奋斗路上，任
何时候都不能丢掉的优良品质。

奋斗路上，请别忘记勤俭节约
◎林风

近日，州法院下派
石渠县纳扎村第一书
记普错泽仁，携手康定

“巢青年”公益组织在
纳扎村开展了“温暖甘
孜”公益捐助活动。图
为工作人员给孩子们
发放学习生活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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