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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凰山山前路
何时恢复通行？
网友“
zw197431.”咨询：凤凰山
山前路还有多久能恢复通行？
达州市通川区住房和城乡建设
局回复： 该项目由于 7 月份连续下
雨及暴雨山洪， 总长度逾 100 米路
段山体水土饱和度达到土体侧压力
超出坡体稳定承载力以上， 造成地
质滑坡现象。 目前该路段已组织施
工队入场施工， 并安排专人负责对
相关工序进行质量和安全监管。 预
计 10 月中下旬恢复通行。

▲ 补办身份证
可以加急吗？
渠县谭先生咨询： 我身份证
丢失了，急需补办，但听说要两个
月后才能拿到。 请问具体情况是
怎样的？
渠县公安局回复： 按照上级
公安机关要求， 渠县各派出所自
2020 年 4 月已经停止办理身份证
快递业务， 由于目前办理身份证
流程系省公安厅成都统一制证后
逐级下发至派出所， 办证时间预
计约为 30-60 日之间， 但无法肯
定。

▲ 今年小学初中招生

▲ 道路封闭如何绕行？
达城孟女士咨询： 西外体育
路至凤凰大道路口封闭。 请问车
辆如何绕行？
达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回复： 因西外新区体育路与凤凰
大道交叉口污水管网破损， 导致
污水横流。9 月 2 日至 9 月 15 日，
市市政工程管理处将对西外新区
体育路与凤凰大道交叉口污水管
网进行抢修， 届时将封闭体育路
至凤凰大道路口进行施工。 施工
期间， 体育路与凤凰大道路口封
闭。 行经该路口往返体育路的车
辆请绕行凤凰大道、金兰路、龙井
路或龙泉路、塔石路。 凡违反者，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依照有关规
定实施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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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达州市通川区蒲
家镇屈沟村（原 4 组）现
2 组李仁秀手持集体土
地使用证丢失，占地面
积 178.50 平方米，证书
号 ：1321304011 号 ， 特
此声明遗失作废。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达州中心支公司遗失中国人民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银保通保单首
页 14 份。 003560699157100、003560
699264100、003560699371100、00356
0699478100、003560699585100、0035
60699692100、003560699702100、003
560699809100、003560699916100、00
3560700023100、003560713605100、0
03560713712100、003560707777100、
003560698622100 声明作废。

如何划片区？

开江县李先生咨询： 今年开江县
小学初中招生计划是怎样的？
开江县教育和科学技术局回复：
根据规定， 今年因乡镇区划调整，5 月
份， 开江县教科局成立了招生划片工
作领导小组，对全县因撤乡并镇后，管
辖权和招生区域有变化的 17 个中小
学校进行深入调研，与当地政府、村社
共同会商，按照户籍地与学校的距离，
确定了各相关学校的招生区域，其中，
西城小学原招生片区不变， 新增原普
安镇九石坎社区的第一、 四组为学校
的招生辖区 （该辖区户籍地适龄儿童
也可选择到普安小学就读）；复兴小学
原招生辖区不变， 新增原普安镇九石
坎社区的第二、 三组为学校的招生辖
区 （该辖区户籍地适龄儿童也可选择
到普安小学就读）；明月小学原招生区
域不变， 新增原普安镇杨柳湾村为学
校的招生辖区 （该辖区户籍地适龄儿
童也可选择到普安小学就读）。
（以上记录由热线记者 周巾晶整理）

遗 失 声 明
开江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工会委
员会在达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江县支行
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754000394101，账
号：828230100100020977，法定代表人姓名：
蔡春英，账户性质：基本存款账户，开户日
期：2018 年 6 月 26 日）因遗失，现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达州中心
支公司借贷安心保险单 （UN071） 遗失，单
号：07100007862111-07100007863910 共 18
00 份 ，07100007858411-07100007858910 共
500 份。 特此声明遗失作废。

中共达州市委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 主 办
达 州 市 司 法 局

法治 公共法律服务热线：
12348
市司法局官方网站：
达州 http://sfj.dazhou.gov.cn/
生活中，难免会有磕磕碰碰，发生这样那样的
矛盾或者纠纷，有了矛盾纠纷找谁解决？ 有的人私
下解决，有的人选择报警求助，还有一种途径就是
申请人民调解。 作为社会和谐稳定的“第一道防
线”，人民调解在解决这些矛盾纠纷中显得越来越
重要。

小孩摔伤 矛盾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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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4 月的一天， 通川区某派出所接到群
众报警，称一名 10 岁小孩从通川某教育培训机构
窗户摔下至一楼， 造成身体多处摔伤， 民警接警
后，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处置，通过调取监控等方
式查明：疫情期间，该培训机构未营业，事故当天
正在组织工人维护办公设备， 小孩趁机溜进培训
机构内玩耍。 工人维护好设备后锁门离开，小孩打
算翻窗出来， 结果摔下了楼。 派出所根据现场证
据，认定本次是意外事故。 事情发生后，伤者的父
亲和亲属就到培训机构闹事， 他们认为小孩受伤
是培训机构的管理不到位，未尽到安全检查责任，
关门前未对室内进行全面巡查，才造成事故发生；
而培训机构认为，疫情期间机构并未从事经营活动，小孩属
于私自进校，学校工作人员不知情，坚称自身无过错，不应该
承担责任。 大家固执己见，毫不退让，双方情绪逐渐激化，矛
盾一触即发。

法理融合 化解矛盾纠纷
为防止矛盾激化，司法所和人民调解委员会立即介入，
指派人民调解员与派出所民警共同调阅了培训机构监控视
频等案件资料，一起深入讨论本案中适用的法律法规，明晰
了事件中各方责任，商定了找原因、安抚情绪、合理补偿的调
解方案。 随即，司法所、派出所和人民调解员组成联合调解
组，组织双方进行调解。调解过程中，调解组首先帮助培训机
构分析事件过错责任和利害得失， 成功劝服其做出让步；同
时，向伤者家属讲法律、摆事实、解难题，用真诚的行动获得
了伤者家属的信任，并对伤者家属存在采取过激方式，致使
事态进一步扩大的想法进行了及时制止和批评教育。最后在
调解组耐心劝导下，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签订了调
解协议。 至此，一场纠纷得到了圆满化解。
律师提醒： 人民调解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
依照法律、政策及社会主义道德规范，对纠纷当事人进行说
服规劝，促其彼此互谅互让，在自主自愿情况下，达成协议，
消除纷争的活动。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
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
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 当事人在发生矛盾纠纷时，
可以向人民调解委员会申请调解；人民调解委员会也可以主
动调解。 人民调解员可以根据纠纷的不同情况，采取多种方
式调解民间纠纷，充分听取当事人的陈述，讲解有关法律、法
规和国家政策，耐心疏导，在当事人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基
础上提出纠纷解决方案，帮助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
（施法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