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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房物业怎么做？快看看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友

重庆商报讯 为加强安置房小区的管
理工作，大渡口区建胜镇党委副书记雷荣
近日带领社区书记、主任、物业和镇民政部
门负责人等，前往百佳园社区对双虹物业
所管辖的西城佳园项目进行了参观学习。

一行人对小区环境、安全、工程、客
服等方面进行了观摩和学习。一棵棵苗
木，一张张笑脸，一尘不染的门厅、一丝
不苟的执勤，严密的服务保障措施，细致
的服务跟踪系统，让参观成员感到震
撼。双虹物业方经理详细介绍了西城佳
园物业管理楼栋划分、物业管理制度、以
及相关经验做法等，并就如何做好“保
洁、绿化、安保、车辆管理、员工培训、考
评”等工作进行了交流。通过参观学习，
大家纷纷表示受益匪浅，优秀管理经验
和好的做法值得借鉴。

男童被卷入车底
惊心一刻 陌生路人抬车救出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友

广告

特别提示：债权转让挂牌有效期满，只产生一个符合条件意向受让
方的，将采取协议转让的方式；产生两个（含）以上符合条件意向受让方
的，将采取网络竞价方式。

业务咨询电话：18603054198刘先生；13509608533林先生
项目编号：1001170900001
项目名称：李梅债权
转让底价：人民币299万元
保证金：人民币60万元，挂牌截止日17:00前（到账为准）
项目简介：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委托我所公开挂牌转

让其持有的李梅债权，标的所在地在重庆市。截至2017年8月10日，
标的总额为人民币362.5951万元；其中，本金余额：298.7376万元；欠
息余额：59.1166万元；代垫费用：4.7409万元。

以上全部信息详情请登录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相关信息披露
网www.qex.com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28号荣超经贸中心11层 1101-
1103。

深圳前海金融资产交易所
债权转让信息公告

老夫妻轻轨上牵手
这一幕令网友感动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谈书

重庆商报讯 网友“码字工王二小”
乘坐 3号线下班回家，拍下一张温馨照
片：两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乘坐轻轨，老爷
爷紧紧牵手老婆婆。网友评价：这是教
科书式的秀恩爱啊！

昨日，记者联系上照片拍摄者，29岁
的吴小姐，她回忆，上周三晚上6点过，
她乘坐3号线从汽博中心到巴南区，“一
对老年夫妻在学堂湾附近上了车。”她
说，两人看上去估计 70多岁，老爷爷为
了和老伴坐在一起，请她换了一下座位。

大概三个站后，老爷爷起身站了起
来，一手拉着扶手，一手紧紧握着老伴的
手，待车进站停稳之后，老爷爷牵着老婆
婆慢慢走下车。“看到这一幕很感动，两
人的感情看得出来很好。”吴小姐说，她
忍不住偷偷拍了一张两人的背影。

重庆商报讯 为落实中央和市委、
市政府有关进一步简政放权、创新发展
的部署要求，市公安局于8月 28日推出
了“服务民营经济发展30条”（以下简称

“30条”）措施。对此，市公安消防总队
专题研究部署，通过电视电话会议向全
市消防部队传达，以确保各项相关措施
迅速贯彻落实到位。

开通消防咨询热线
8月 30日召开的全市消防部队电视

电话会议，全面解读了“30条”的具体内
容，并要求各支（大）队从即日起按照规
定，全面落实各项相关措施。在具体工作
中，开通“96119”消防咨询热线电话并向
社会公布，24小时接受民营企业咨询，并
承诺咨询事项不过夜，12小时内有答复。

44支技术团队“点对点”服务
组建44支消防技术服务团队，联系

电话通过重庆消防网向社会公布。从市
公安消防总队层面，成立了由防火监督
部部长任组长，各业务处室负责人及社
会各领域专家为成员的市级消防技术服
务组。各区县也成立了消防技术服务
组。对民营企业在经营过程中涉及建设
工程消防设计、重大火灾隐患整改、消防
安全管理和灭火救援基础工作等疑难问
题，各消防技术服务团队需提供“点对
点”的技术咨询服务。

9个组分赴区县督导
在优化窗口服务中，组织修订完善消

防窗口服务规程，进一步规范服务用语和
服务流程。对违反“30条”规定的行为，市
公安消防总队通过互联网和各地消防服务
窗口，公布了总队纪委的举报投诉电话，只
要调查属实，便第一时间严肃查处。

在每月网上抽查、每季度实地检查、每
半年回访之余，目前市公安消防总队已派出
9个督导组分赴各区县进行多方面督导。

重庆商报讯 3 日晚，开州区睡佛路
与永先街交叉路口，一名 1 岁多的男童
不慎被小轿车撞倒，而且还遭卷入了车
底。危急时刻，周围热心群众自发上
前，合力将车抬起把他救出。整个过
程，用时不到 10 秒钟。昨日，记者采访
获悉，除了面部软组织挫伤和受到惊吓
外，男童并无大碍。

事发区域属开州区交巡警支队云枫
大队管辖，群众的热心举动，让当天出警
的民警陈力铖倍感温暖。为证实所说，他
播放了监控视频，对整个事发过程进行了
还原。

当晚7：38，熙熙攘攘的永先街，小宝
（乳名）跟着外婆在道路右侧玩耍。公路
对面有文艺表演，外婆凑上去看闹热，留
下小宝独自在后面跟着。她没有注意到，
一辆红色小轿车正缓缓驶来。

当小宝走到公路中间时，与小轿车车
头迎面相撞，很快又被卷入了车底。小轿
车继续向前滑行了一段距离，听到群众的
呼喊声，驾驶员赶紧踩下制动下车。

群众陆续聚集在了车身周围，大家一
起使力，将小轿车前半身给抬了起来。紧
接着，一名男子爬到车底，将受困的小宝
给抱了出来。

参与抬车救人的王世田说：“闻讯有
小孩被车压倒后，越来越多的群众加入到
救援队伍中。”

视频资料显示，当时在灯光照射下，
密密麻麻的热心群众围聚在车身周围，不
下20名。从发现到将小宝救出，全部过程
前后不超10秒钟。

让民警陈力铖感
慨的是，救援过程并
未因此而完结。事后
他们了解得知，当时
从车底将小宝抱出的

男子，驾驶自己停放路边的私家车将小
宝送往了医院，直至检查完没有大碍后
才离开。

通过车牌号码查询，处警民警才晓
得，男子名叫陈小洪，当地居民。

根据警方提供的电话，记者联系上陈
小洪。他笑称，举手之劳的事情，不值得
报道，要是换作其他人，肯定也会选择这
样做。

陈小洪记得，当时孩子的外婆吓傻
了，完全不知所措。

尽管孩子当时已被自己抱出，但不哭
不闹也不见明显外伤。害怕出现内出血，
所以陈小洪只得赶紧驾车，将孩子和外婆

送往就近的开州区中
医院接受救治。庆幸
的是，没有造成严重后
果。目前，小宝的脸部
有些红肿，还在留院继
续观察。

重庆商报讯 9 月 1日晚上 8点，渝北
区公安分局回兴派出所值班民警接到一男
子报警求助，男子称在渝北区回兴服装城一
小区，自己退款扫描二维码被骗 3618 元。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自称卖家的人找到
他，谎称要退还购物费，让他扫二维码，为了
得到购物费，男子轻信，结果上当了。

22岁的小伙李某家住渝北回兴服装城一
小区，受雇于一家大货车公司，因为管理规定和
工作性质关系，平时都是夜晚上班，白天在家睡
觉休息。

9月1日下午，李某正在家里睡觉休息，

突然电话响起，他迷迷糊糊中接了电话，一
看手机显示是一个辽宁的号码，以为有其
他业务，接通电话后，对方称是淘宝卖家，
并且说出了自己的身份证号码、什么时候
在哪里购买了一双48元的拖鞋，近期由于
买家举报拖鞋不合格有问题，现在淘宝封
了自己的店，相关部门要求自己退还买家
购物费用，鉴于此种情况，需要退还李某在
自家店里购买拖鞋的48元钱。

李某在电话中确定了有购物这回事
情，对方就说要退款给李某，李某就叫对方
直接通过微信发给自己，但对方称不能直
接退款，为了正规，必须通过支付宝蚂蚁借
呗的方式支付，对方就问李某蚂蚁借呗额

度是多少钱，李某回答说是3800元，对方就叫李某去提
现，必须要提现最低3800元的额度作为保证，退完款
后，店家再还回去3800元，按照对方要求，李某就将这
3800元提现到自己的银行卡内。

随后，对方通过微信方式发来一个二维码，告知李
某要通过识别二维码才能完成操作，李某就听对方的，
扫了对方发来的二维码，刚扫描完二维码，就发现自己
的银行卡通过4次转走了3618元。

不久，李某到自己蚂蚁借呗查看3800元是否已经还
回，但是没有还回去，对方又让李某到自己支付宝分期去
借款，李某感觉不对，明明对方退费给自己，可是自己还
要到蚂蚁借呗借款，发现上当被骗，果断报警求助。

目前，回兴派出所已按相关规定受理此案件并开展
相关工作。

夏季消防
安全专栏

贯彻落实“服务民营经济发展30条”

消防咨询事项不过夜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友

轻信“卖家”退48元购物费 男子被骗3618元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朱婷

重庆商报讯 9月 4日晚，一则“5名
护士候车室成功抢救候车室哮喘患者”的
短视频迅速刷热朋友圈。视频中，陆军军
医大学大坪医院李蓓蕾等 5名护士利用
专业救治技术，将候车室一名突发哮喘的
乘客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成为大家心中
当之无愧的“最美天使”。

“请注意，候车室有一名乘客突发急症，
请有从事医护工作的人员紧急救助！”9月4
日下午4点，重庆北站候车大厅内，一阵急
促的广播寻人响起。当时，大坪医院麻醉科
护士李蓓蕾、产科护士何思妍、ICU护士王
琳、脊柱外科护士唐婷婷、乳甲外科护士朱
高敏一行5人正在重庆北站等车，这五个小
姐妹正准备前往成都享受她们的悠然时光。

“当时病人呼吸困难，冷汗直冒，嘴唇
发白，情况不妙！”参与抢救的李蓓蕾护士
告诉记者，通过查看患者随身携带的药
品，结合病征，再给患者儿子打了电话，基
本判断该患者系哮喘病发。护士们赶紧
给患者用药，症状无缓解。眼看患者情况
越来越严重，开始口吐白沫，嘴唇呈紫绀
色，意识也逐渐丧失，大小便开始失禁。

一分一秒，性命攸关！见此情景，护
士们果断合力将患者从座椅抬下平放在

地，把患者衣物松开，让她呼吸更顺畅，并
开放气道将患者的头偏向一侧，轮流施行
胸外心脏按压（即心肺复苏术）。王琳和
何思妍更是不顾个人安危，在没有任何保
护措施的情况下对患者开展人工呼吸。

“救过来了！救过来了！”李蓓蕾惊喜
地喊道。经过大约 15分钟的抢救，患者
呼吸开始平稳，嘴唇红润起来，意识也恢
复了，暂时脱离了危险。在场的每个人都
松了一口气。

“虽然整个抢救过程很紧张，也很累，
但救人比休假重要。”远在成都的李蓓蕾护
士表示，救死扶伤让这个假期变得更有意义。

重庆商报讯 9月 1日，渝北两路一碗
水附近某超市，30岁的张女士购物后忘记
拿走自己的手包，手包内除了现金、身份
证，还有一张存有2万余元钱的银行卡，让
张女士心急火燎的是，银行卡的背面写有
密码，张女士找遍了超市附近也没找到，原
来，手包被一位逛超市的顾客捡到，好心的
顾客将手包交到了超市前台。

9月1日上午，渝北回兴派出所值班民
警接到张女士报警求助，张女士称，在两路
一碗水某超市，自己的手包丢失，民警赶到
超市见到30岁的张女士。

原来，张女士就住在附近，当天早上，
她从家里来到超市购物，买好东西刷卡结
完账后，她拿上自己的手包，推着购物车往
出口走去，这时，手包内的电话响起，张女
士拿出手机接电话，顺手就将手包放在购
物车上，她边走边接电话，回到家里，匆匆
将购买的东西放下就赶紧出门，准备打车
到空港去上班，出租车行进到绿梦广场转
盘时，张女士打接完电话，准备将手机放回
手包内，这时却发现手包不在了。

通过仔细回忆，张女士想起，手包在超
市的购物车里，于是快速返回超市寻找。

到达超市后，张女士来到最后放购物
车的地方，发现购物车早已被推走，也没有

发现自己的手包，她询问超市专门收集整
理购物车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也表示未
发现手包，超市前台也没有，张女士只好报
警求助。

张女士称，手包是金色的，长约 20厘
米，里面有少量现金，还有老公和自己的身
份证、银行卡，其中有一张银行卡背面写有
密码，卡内还存有2万余元。未免钱被人
取走，民警赶紧让张女士先挂失。

随后，民警在超市工作人员配合下调
取超市监控，但张女士放购物车的地方是
一个死角，没有任何发现。

大约 2个小时后，回兴派出所又接到
该超市报警，这一次，是有人捡到手包。民

警赶到超市前台，前台工作人员将手包交
到民警手中，民警打开手包，发现里面有张
女士和老公的身份证，于是通知张女士到
派出所领取，张女士接到电话，喜出望外。

原来，张女士接电话离开后，超市整理
购物车的员工将购物车合拢到一起，因为
购物车太多，没有发现张女士丢失的金色
手包。张女士找寻时，也没有一个一个检
查，也没有发现，直到一位超市顾客用购物
车时才发现，这位好心的顾客将手包交到
了超市前台。

重庆商报讯 一张梁平区城管执法
支队协勤在雨中，为一个卖菜婆婆打伞的
照片刷爆微博，也温暖了很多人的心。网
友将拍的照片发到微博，取名：今天下雨
降温，但梁平西城路这一幕却很暖人。事
情到底是咋样的呢？昨日记者采访了梁
平区城管执法支队二大队二中队的协勤
周啟连，了解到照片背后的故事。

昨天，记者联系上周啟连时，他还不
知道自己的照片被网友放到了网上。“当
时只顾着给婆婆打伞，根本没有注意有

人拍照。”他纠正记者说，“我不是城管，
我只是一名协勤。”

周啟连介绍，事情发生在9月2日上
午8时许，当天梁平下着大雨，他正在梁
平区大河坝转盘巡视，走到大河坝串串
香店门口时，看到一位80多岁的婆婆正
在把地上的丝瓜、韭菜捡到背篓里。
由于婆婆要捡菜，伞放在地上，身上都打
湿了。他拿起婆婆身边的伞，站在婆婆
旁边给她打伞。婆婆抬头看了周啟连
后，弯着腰慢慢捡地上的菜。

“我还一再告诉婆婆，慢点捡，不着
急。”周啟连告诉记者，“我本来也想给婆
婆捡菜，但我捡菜就没有人给婆婆打伞
了。”

大河坝串串香伍老板告诉记者，当
时周边有 10多个卖菜的摊贩在他店前
躲雨，都看到那个城管（他们把协勤认成
城管）给婆婆打伞，还让婆婆慢点，这让
大家都没有想到。“以前，卖菜的摊贩见
到城管都跑得很快，但这次让他们很意
外。”伍老板说，当时感觉心里暖暖的。

大约五六分钟后，婆婆将地上的菜
都捡到背篓里后，周啟连一手打伞，一边
提着背篓，陪着婆婆一步步来到大河坝
串串香店，并给串串香老板说，让婆婆坐
到店里躲一会儿雨。

外婆名叫贺大菊，45岁。昨日，回忆
事发惊险一幕，至今心有余悸。

贺大菊介绍，丈夫和女儿女婿都在外务
工，留下1岁多的外孙，一直是自己负责照
看。院落中有个老人病逝，当天，作为邻居
的她，带着外孙一起送老人最后一程。

“当时，我完全不晓得怎么办了？只是
大声哭喊着‘救命’。”贺大菊说，自己看演
出时大意了，加上太过于嘈杂，完全没注意
到，事发突然，就几秒钟的时间。

说到好心人及时伸出的援手，贺大菊
言语几度哽咽，不管是抬车还是将外孙抱
出的，几乎不认识，就连医院挂号费都是别
人帮忙缴纳的。

贺大菊希望通过媒体向所有给予援手
的好心人说声“谢谢”。

家人感谢所有好心人

背面写有密码的银行卡丢失 好心人捡到送还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朱婷

5护士候车室抢救病人 协勤为卖菜婆婆打伞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陈瑜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三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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