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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否增设红绿灯？
渠县陈先生咨询： 三桥桥头十
字路口没有红绿灯， 周边建设工地
多，车流量大，存在安全隐患。 望有
关部门规划增设红绿灯。
渠县公安局回复： 针对以上情
况， 渠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经过实地
调研， 决定在此处安装红绿灯并纳
入四期智能交通电警抓拍系统建设
项目，目前该项目已获县委审批，且
招标已通过， 现建设工作正积极推
进。 同时，渠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辖区
中队将加大该路段的巡逻管控力
度，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
在此,渠县交警呼吁广大驾驶员，遵
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事业单位女工勤人员
▲ 可以申请延迟退休吗？
达城唐先生咨询：机关事业单
位的女工勤人员，年满 50 周岁后，
可以申请延迟退休吗？
达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回复：截至目前，机关事业单位
女性工勤人员没有延长退休的政
策规定。 因此，机关事业单位女性
工勤人员年满五十周岁时，应严格
按照规定，及时办理退休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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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保是否有补贴政策？

达城王先生咨询： 我缴纳社保已
有七八年的时间， 听说现在不能办理
退休也不能提前补缴前期的费用，请
问是否属实？ 4050 人员社保是否有相
关的补助政策？
通川区人社局回复：按照规定，参
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 达到法定退
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十五年的，可
以缴费至满十五年， 按月领取基本养
老金； 也可以转入新型农村社会养老
保险或者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按
照国务院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
遇； 也可以本人申请将其以个体参保
人员身份参保缴费期间缴纳的全部基
本养老保险费一次性作退费处理。
4050 人员是指女年满 40 周岁，男年满
50 周岁。 4050 人员满足以下情况才能
享受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后的社保补
贴： 通川区区属企业下岗职工有安置
协议或解聘合同； 通川区被征地的失
地农民需把户口转为城镇居民户口，
有四川省征地文件和赔偿安置花名
册；残疾人（达州市范围内的户籍）。
（以上记录由热线记者 周巾晶整理）

▲ 今年下半年
有事业单位招聘吗？
达城孟女士咨询： 我是一名
往届毕业生， 想参加今年达州市
事业单位考试。 请问下半年有招
考计划吗？
达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局回复： 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是在
用人单位有编制和岗位空缺的情
况下组织的。 目前，达州市正在组
织 2020 年上半年公开招聘事业
单位人员工作。 下半年是否组织，
视上半年公开招聘的人员到位后
用人单位是否有编制和岗位空缺
再作确定。 相关公开招聘事项，达
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会及
时 在 达 州 人 事 考 试 网（http:
//www.dzrsks.com.cn/）上发布。

新华保险开展“金融联合宣教活动”
近日，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
网信办于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联合
开展“
金融知识普及月 金融知识进万家 争
做理性投资者 争做金融好网民”活动。
根据部署， 新华保险积极贯彻落实活
动要求，通过在公司官方网站首页、微信公
众号专栏等渠道积极宣传活动内容， 要求
全系统 1700 余家分支机构同步行动，在办
公职场、营销职场、柜面中心通过电子屏播
放活动口号、 悬挂活动条幅、 张贴活动海
报、 放置活动易拉宝等形式全面宣传本次
活动，充分营造氛围。 同时，在新华保险第

二十届客户服务节期间，积极开展“金融知
识进万家”系列线上线下活动；将金融知识
教育宣传融入员工教育培训， 开展系列宣
讲；充分利用自媒体矩阵，广泛开展宣传引
导，将本次活动落到实处。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新华保险将切实
做好“六稳”工作，落实“六保”任务，着力提
升社会公众金融素养， 有效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营造清朗金融网络环境，为让人民群
众更好地共享金融改革发展成果， 满足人
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作出应有担当，贡献
（新华）
新华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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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宣汉县柏树镇卫生
院所持的事业单位法人
证书（正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12511422452
373705A 不 慎 遗 失 ， 特
此声明，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遗失声明
张建均在中国太平洋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四
川分公司购买的神行车保
机动车保险单遗失，车牌：
川 S5K868, 保 险 单 号 ：
ACHDC50Y1420B002347
T。 特此声明，遗失作废。

达州市通川区瑞诗凯
建材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
本遗失，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1702MA66MWP34A，
注册号：511702651253086，
法人：甄亮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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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是太后悔了，不应该有侥幸心理，
喝了酒还开车，现在真想买后悔药吃。 我错了，
对不起受害者！ 我保证从今以后绝不再醉酒，绝
不再酒后驾车，绝不再犯……”达川区的的王某
某忍不住敲打自己的头部，向身边的民警说道。
明知喝酒不能开车，却仍然抱着侥幸心理“以身
试法”，结果终酿车祸获刑。

酒驾酿事故
今年 7 月9 日晚， 王某某在西外某餐厅和
朋友晚餐时好酒贪杯， 在喝酒后还抱着侥幸心
理驾驶车辆去 ktv 唱歌， 当行驶至达川区三里
坪某路口时，王某某一边打电话一边急速行驶，
结果追尾撞上同向行驶的一辆电瓶车， 造成两
人严重受伤、两车和围栏损坏的道路交通事故。
经交通部门鉴定， 王某某属醉酒驾驶机动
车，酒精含量为 110mg/100ml，涉嫌醉酒驾驶。
驾驶人王某某也如实向交警陈述， 他晚上和朋
友一起吃饭时喝酒，喝了几瓶啤酒一些白酒，觉
得没什么大问题，就开车一起去唱歌，没想到会
发生严重的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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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后，王某某驾驶证被依法吊销，且 5 年
内不得重考。 交警部门根据相关证据认为王某
某属于饮酒驾驶且造成事故， 已涉嫌构成刑事
犯罪，依照有关程序将该案移交检察院，检察院
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公诉机关指控王某
某犯交通肇事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
控罪名成立。 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被告人王某某
违反道路交通运输管理法规驾驶机动车发生交
通事故，致两人严重受伤，负事故的全部责任，
其行为构成交通肇事罪。 王某某酒后驾驶机动
车，应从重处罚；鉴于其自愿认罪认罚、对社会
社会危害程度、 赔偿受害人经济损失取得谅解
等可对其减轻处罚。 最终，法院当庭作出判决，
被告人王某某犯交通肇事罪， 判处有期徒刑八
个月，并赔偿事故造成的相关经济损失。
交警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九十一条规定，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六个月机
动车驾驶证，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因饮酒后
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十日以
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
驶证。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
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
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酒后驾驶或醉酒驾驶机动车造成道路交通事故频
发，带来严重的损害。 司机一杯酒，亲人两行泪，请广大司
机朋友们一定树立安全意识，拒绝酒后驾车，从我做起。
（施法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