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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徐嘉欣

他上过战场、会写文章，他多才多艺、
文武兼备。转业到地方后，他继续发扬革
命军人的优良作风，身兼党政干部、医生、
作家等多重身份，各项工作成绩显著。退
休后，他热心社会公益事业，老有所为，服
务社会，作出了突出贡献。在今年的雁江
区第二届“长寿雁江 最美乡贤”评选活动
中，他被评为“最美乡贤”。他，就是雁江区
老年大学校长、雁江区长寿文化研究会秘
书长唐晓梦。

“孙中山先生有句名言‘以有为之人，
据有为之地，而遇有为之时也’。”唐晓梦认
为，要想有所作为，前提条件是有能力去作
为，其次要找准发挥作为的地方，还要善于
抓住发挥作为的机遇。

雁江区老年大学就是唐晓梦发挥作为
的一片天地。1987 年 7 月，原资阳县成立
老年大学时，在中共资阳县纪委担任常委
的他因为获得过散打冠军而被聘为老年大
学的武术教师，负责教授太极拳。他在部
队还曾担任过文化科长，对音乐舞蹈、诗词
歌赋、琴棋书画也样样在行，成了老年教育
战线上的多面手。无论哪一门课程的老师
因病或因事不能上课，他都能顶替上去，并
圆满完成教学任务。

唐晓梦全身心地投入老年教育事业，
担任学校领导之后，引领老年大学的教育
工作朝着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发
展，不断修改和完善老年大学的教学大纲，
还招揽各方精英进入老年教育的行列。现
在，雁江区老年大学已成了我市精神文明的
窗口、老龄部门的形象工程，先后被市政府
和省老龄办评为“老年教育先进集体”；被省
老年体协评为“先进体育辅导站”；被国、省、
市三级授予“敬老文明号”荣誉称号……

助推雁江区创建“中国长寿之乡”便是
他发挥作为的另一片天地。雁江区创建“中
国长寿之乡”时，创建工作领导小组提议请
唐晓梦挑起创建重任。“创建‘中国长寿之乡’
是阳光工程，旨在为雁江区打造特殊品牌，
塑造城市形象。”唐晓梦认为这是一次难得
的机遇，便欣然答应，协助老龄办抓创建工
作。在这过程中，他爬山涉水，走访遍布在
全区的近100名百岁寿星，并给他们一一留
下影像。同时，他总结出雁江优势，展现雁
江特色，得到长寿之乡评审专家的赞同，帮
助雁江夺得“中国长寿之乡”桂冠。

此后，唐晓梦为 100 多位百岁老人撰
写传奇故事；撰写了 20余篇“长寿探秘”文
章，相继在本地刊物刊发。此外，他还创编
了《长声吆吆唱资阳》《长寿之梦圆雁江》等
歌曲，在文艺舞台上广为传唱。

据新华社北京 11月 28日电（记
者 罗沙）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 28 日公布的一份司法解释，恶
意透支信用卡，数额在五万元以上不
满五十万元的，将被认定为刑法规定
的恶意透支信用卡“数额较大”。

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
定，恶意透支信用卡，数额较大的，处
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
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
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
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
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
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
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据悉，这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
人民检察院关于修改〈关于办理妨害
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将于 12月 1日
起施行。其中还规定，恶意透支数额
在五十万元以上不满五百万元的，应
当认定为刑法规定的“数额巨大”；数
额在五百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
法规定的“数额特别巨大”。

该司法解释明确，持卡人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

期限透支，经发卡银行两次有效催收
后超过三个月仍不归还的，即为刑法
规定的“恶意透支”。恶意透支的数额
是指公安机关刑事立案时尚未归还的
实际透支的本金数额，不包括利息、复
利、滞纳金、手续费等发卡银行收取的
费用。

对于如何界定“以非法占有为目
的”，司法解释列举了“明知没有还款
能力而大量透支，无法归还的”“使用
虚假资信证明申领信用卡后透支，无
法归还的”“透支后通过逃匿、改变联
系方式等手段，逃避银行催收的”“使
用透支的资金进行犯罪活动的”等六
种情形。

司法解释同时规定，银行的两次
“有效催收”应当至少间隔三十日。发
卡银行违规以信用卡透支形式变相发
放贷款，持卡人未按规定归还的，不适
用刑法“恶意透支”的规定。

此外，司法解释规定，恶意透支数
额较大，在提起公诉前全部归还或者
具有其他情节轻微情形的，可以不起
诉；在一审判决前全部归还或者具有
其他情节轻微情形的，可以免予刑事
处罚。但是，曾因信用卡诈骗受过两
次以上处罚的除外。

本报讯（记者 刘梦娜）11 月 27
日，本报以《幼童胆道闭锁生命“亮红
灯”，众人爱心云集抢建“绿色通道”：

“ 加 油 ，只 要 不 放 弃 就 一 定 会 有 希
望！”》为题，报道了不到两岁的童童在
面临死亡威胁时，得到各界爱心人士
帮助一事。27 日下午 6 时许，好消息
传来，童童与父亲的配型已成功，只要
不感冒发烧，预计将在下周进行活体
亲属供肝肝移植术。

“太感谢了，要不是你们，我都不
晓得怎么办了。”童童的母亲王容称，
在各位热心人士和资阳日报全媒体的
帮助下，目前童童的手术费已筹集到 9
万余元，加上童童配型成功，她终于能
稍微放宽心了。同时，她希望通过资

阳日报全媒体向关心、帮助童童渡过
难关的爱心人士表达感激之情。

至于剩余的 2 万余元手术费“缺
口”，以及术后的治疗费，王容表示将
继续想办法，争取早日筹齐费用，让孩
子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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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文明城市

←11 月 27 日下午 5 点，在市公安局
大门岗亭旁，一名小男孩抬头挺胸，站得
笔直。每当有车辆进出时，他就跟着保
安门卫一起敬礼，动作有模有样，足足站
了 1小时。据了解，小男孩叫李鸿伟，是
雁江八小 5 年级 4 班学生。当被问到为
什么要在此“站岗”时，他说：“阿姨太辛
苦了，我长大后要当警察！”

本报记者 赵明 摄

↑消防队员赶往五辆不同车型的“车祸”现
场，破窗、救援伤者、破拆车门、把伤者抬上担架
……11 月 27 日中午，资阳城东新区蜀乡大道上
演了一场“车祸”救援大战。其实这是全市消防
队伍开展的灭火救援体能技能竞赛。车祸救援
是全市消防队伍近年来重点开展的训练科目，力
求能针对各种复杂的车祸现场开展及时、有效的
救援，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本报记者 胡佳音 摄

好消息！
“童童”配型已成功
下周进行肝移植手术

两高司法解释：

恶意透支信用卡超五万元
将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并处二万以上二十万以下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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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了！唐晓梦获得多项荣誉（资料图片）。

近日，经四川省政府同意，四川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起，将全省城乡居民
基本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由每人
每月 93元提高至每人每月 100元。今
年以来，四川已两次调整基础养老金
标准，共增加 25 元，提高幅度达 33%，
将惠及全省 1134 万余名 60 岁以上城
乡居民。

据悉，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范
围为年满 16 周岁(不含在校学生)，非
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及不属
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范围的
城乡居民，可以在户籍地参加城乡居
民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
金由个人缴费、集体补助、政府补贴
构成。为确保符合待遇领取人员基

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截至目前，
四川省财政已累计下拨城乡居民基
本养老保险中央和省级财政补助资
金 130.76亿元。

开展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础
养老金标准正常调整工作，充分体现
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四川省委、省政府
对广大城乡居民的亲切关怀，是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落实党的十九大和省委十一届三
次全会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发展思想的重大举措，是顺应城乡居
民呼声和期盼、切实增强城乡居民的
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具体行动，有利于
稳定城乡居民参保预期，促进城乡居
保事业长期稳定发展。 据四川在线

《幼童胆道闭锁生命“亮红灯”，众人爱
心云集抢建“绿色通道”：“加油，只要
不放弃就一定会有希望！”》后续报道

下月起
四川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
再提高每人每月100元根据《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

管理法》、国土资源部 39 号令等相关
规定，经资阳市人民政府批准，资阳
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决定
以挂牌方式出让资阳市成渝高速公
路以东、创业大道西延线以南、外环
路西三段南延线以西、遂资眉高速公
路以北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设
计指标要求（详见下表）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
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
参加，申请人可以单独申请，也可以
联合申请。但出让文件中有特殊要
求或法律法规对申请人另有限制的
除外。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

让方式为有底价挂牌出让，按照最高
挂牌报价不低于底价的价高者得原
则确定竞得人。

四、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
要求详见挂牌出让文件。申请人可
于 2018 年 11 月 30 日至 2018 年 12 月
26 日（正常上班时间）到资阳市土地
矿产交易中心（资阳市国土资源局办
公楼 702室）获取挂牌出让文件，并向
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中心提交书面
申请。我委于 2018年 12月 25日 10时
组织申请人对拟出让地块进行现场

踏勘。
五、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

为 2018 年 12 月 26 日 16 时（以竞买保
证金到账时间为准），竞买保证金交
款单位须与竞买申请人一致，禁止代
缴竞买保证金。

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具备申请条件的，资阳市土地矿产交
易中心将在 2018 年 12 月 26 日 17 时
30分前确认其竞买资格。

六、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
牌出让地点为资阳市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资阳市雁江区河埝街 12 号 2
楼），受理竞买人的报价时间为 2018
年 12月 19日 8时 30分至 2018年 12月
28日 10时 00分止（含法定节假日）。

七、联系方式
联系地点：资阳市土地矿产交易

中心（资阳市城区娇子大道与二环路
交汇处资阳市国土资源局 702室）

联 系 人：谭先生、肖先生
联系电话 ：028－26379070

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2018年1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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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地
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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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块
位置

资阳高新技术
产业园区

规划设计主要指标

出让面积（㎡）

365809.31

土地用途

教育用地

容积率

＜0.8

建筑密度（%）

＜30

绿地率（%）

＞35

出让
年限

50年

起始价
（万元）

23320

保证金
（万元）

466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