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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真

本报记者郑友花1200元买电视机赠给失聪女孩

世界有大爱 你要好好看好好听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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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调查

●遗失2013年11月7日核发的重庆秉亿精密五金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227000324158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艳莲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
00106671036127R，2016.6.13核发营业执照正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戈瑞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5001068104502）声明作废
●经营者杨璐遗失于2016年4月13日核发的个体工商户营
业执照正本和副本注册号为500108607536729，声明作废。
●重庆聚泛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遗失2017.5.22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G1WT4G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双宇强塑胶有限公司股东
大会研究决定 ，本公司拟将注销。 根据《公司
法 》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请债权
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重庆双宇强塑胶有限公司 2017年9月11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璧山区斗金商贸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227MA5U50L39J）股
东会决议 ，拟将注销本公司。 根据 《公司法 》规
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 , 请债权债务人到
本公司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 特此公告

厂房租售
距巴国城19公里工
业园， 重庆物流基
地旁标准厂房10.8
米层高 ，10t行车 ，
纯一楼 ，50年出让
地 ，2300元/平 ，有
蒸汽接入。
电18623049966
话023-47633266

巴南界石厂房出租
2000m2，可分零，专变

15826023257
标准厂/库房出租
九龙坡区中梁山华龙大道华
庆路庆铃三号门2000m2，动力
电，可分零 13594050505

渝中区体育路66号-2二楼、底楼处房屋招租挂牌公告
受重庆市渝中区财政局委托，我中心将对渝中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中心的以下房屋以互联网

竞价方式按现状公开招租 。详见下表：1、渝中区体育路66号-2二楼 ，面积110㎡ ，竞价最低限价3355
万元/月 ，竞价保证金额1万元 ，拟定租期3年 ，竞价开始时间2017年9月25日11时 。 2、渝中区体育路
66号-2底楼 ，面积58㎡ ，竞价最低限价2784万元/月 ，竞价保证金额0.84万元 ，拟定租期3年 ，竞价开
始时间2017年9月25日11时 。

一、竞价人要求 ：意向竞价人可为境内外企业法人、其他组织和自然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二、获取竞价资格：1、满足要求的意向竞价人 ,在渝中区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www.cqyzbid.

com）的产权交易栏中获取《渝中区体育路66号-2二楼 、底楼处房屋招租挂牌公告》相关信息 ，在产
权交易会员登录栏进行网上会员注册并完成网上报名 （自行网上报名和到配置中心由工作人员
指导下报名均可）。 具体操作详见《重庆市渝中区产权交易系统操作手册-会员篇》。 2、竞价保证金
到账截止时间为竞价开始前两小时， 意向竞价人须将竞价保证金由竞价人注册的本人银行账户
足额缴纳到指定账户（指定账户详见会员页面 “我的报名 ”处 ），竞价人应自行考虑汇入时间风险 ，
如同城汇入 、异地汇入、跨行汇入的时间要求等 。 若未在保证金缴纳截止时间内到达指定账户而
未取得竞价资格的，责任自负。 竞价保证金等具体事项详见《互联网竞价承诺书》。

三、 发布公告的媒介 ： 本次竞价公告在 《重庆商报 》、 渝中区公共资源交易网 （http://www.
cqyzbid.com）上同时发布。

四、联系方式 出租方 ：渝中区市政设施维护管理中心 联系人 ：胡老师 电话：63317581
招租机构：重庆市渝中区公共资源市场化配置中心 联系人 ：侍老师 电话：63827277

2017年9月11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炬昌建筑机械租赁有限公
司2017年9月1日股东会决议 ， 本公司决定解
散 ，按照《公司法 》一百八十五条之规定 ，请债
权人在本公告刊登之日起四十五日之内向本
公司申报债权 ， 办理债务清偿或债务担保事
宜。 联系人：熊志华 联系电话 ：18996883155

●昌宇搬家、搬厂，
全城连锁67702566

搬家服务

大 生 活
15320323186 18166342955

郑重提示 ：本版只提供信息 ，不作法律依据 ，交易前严查相关文件

注销公告：重庆背包酷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注
册号500106008225222）股东会研究决定 ，本公
司拟将注销 ，根据公司法规定 ，请相关债权债
务人于本公告刊登之日起45日内到本公司办
理相关手续，逾期责任自负。 2017年9月11日

●重庆六合门业有限公司遗失2017年7月17日核发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798048256Y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渝北区展望塑料厂国 、地税税务
登记证副本510224197301152512，声明作废。

收售餐桌椅
13996087067
茶酒楼桌椅家用

办公家具空调厨具

加州酒店房屋出售
江 北 加 州 花 园 2000m2

出售面谈 13709429043

人民法院公告
2017年9月11日

纪忠荣 ：本院受理原告李成国诉你 、重庆长坪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2017)渝0108民初13908号 ）已审理终
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 限你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 逾期即视为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纪忠荣 ：本院受理原告何世琼诉你 、重庆长坪建设集团有限公
司追索劳动报酬纠纷一案 ((2017)渝0108民初13907号 ）已审理终
结。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 。 限你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 逾期即视为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兰季春、李曼：本院受理原告刘广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 ，因你
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渝0108民初10872号案民
事判决书 。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 如果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
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周子成、白宇：本院受理原告刘广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 ，因你
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渝0108民初10877号案民
事判决书 。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 ，逾期即视为送达 。 如果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
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何潜 、谢曦 、王碧容 、黄晓玲 ：本院受理原告刘广东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案 ，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渝0108民
初10874号案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 如果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重庆市第五
中级人民法院 。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黄友春 ：本院受理原告刘广东诉你民间借贷纠纷案 ，因你下落
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渝0108民初10873号案民事判
决书 。 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来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
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果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 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何跃 、张鸣 ：本院受理龙晓华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经审理
终结 。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渝0108民初2796号民事判
决书 。 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如
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
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 上诉于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
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任伟 ：本院已受理原告刘慧丽 、周庭宇诉你房屋租赁合同纠纷
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权
利义务及合议庭成员告知书、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 ，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遇节假
日顺延 ）上午09时30分在本院第424法庭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依
法缺席判决 。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蒲凌霄：本院受理重庆龙升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你物业服务合
同纠纷一案 ，因你去向不明 ，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
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 。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间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和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
时30分在本院第428法庭开庭审理本案 ，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李林芳 ：本院受理黄莹诉你所有权确认纠纷一案 ，因你去向不
明 ，现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及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
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 本案定于举
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遇节假日顺延 ）上午9时30分在本院427法庭
开庭审理本案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重庆天福地产 （集团 ）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重庆建工住宅建设有
限公司诉你司建设工程合同纠纷一案 ，现因你下落不明 ，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 、证据材料副本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合议
庭组成告知书。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视为送达 。 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 并定于
举证期限届满后第三日上午9时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35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重庆六六顺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韦继敏诉你服务
合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 。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
渝0108民初2989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 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
重庆市第五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

重庆市南岸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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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商报讯 9月 9日，本报
以《“爸爸，你的爱我听到了”》为
题，独家报道了父亲颜怀兵在 9
年时间里，用爱和坚持，为女儿颜
欣叩开了有声世界大门的故事。

“大门”叩开，如何让女儿得到良
好的语言训练，成为颜怀兵如今
操心的头等大事。他普通话不
好，生怕误导女儿，想给女儿买台
电视机，但钱还要留着给女儿进
行后续治疗。本报记者郑友采访
后发现了颜怀兵的这一心事，主
动花 1200 元买了一台液晶电视
送给颜欣。昨日下午，郑友将电
视机送至颜家，并帮忙安装完
毕。看到屏幕里播放的《猪猪侠》
动画片，小颜欣高兴得手舞足
蹈。听吧！有声世界真精彩！

家中没有电视机
本报记者送一台

昨日下午，大渡口八桥镇半
岛逸景公租房，本报记者郑友提
着几包水果和一个大件，叩开了

颜怀兵家的大门。
“这么快就来了啊，快进来

坐。”打开门，颜怀兵赶紧招呼郑
友。放下水果，郑友将大件打开，
一台 29 英寸的液晶电视机展现
在颜怀兵一家人的面前。

记者注意到，颜怀兵租住的
公租房家里，虽然空间不大，但干
净整洁，有空调、洗衣机、冰箱，唯
一不见电视机的身影，这让家中
多少显得有些安静。

“前不久因天气太热，我才花
钱买了空调，现在没钱买电视机
了。”颜怀兵说，他也非常想买电
视机，但钱还要继续攒着，给女儿
颜欣进行后续康复训练。

父亲普通话不好
害怕发音误导女儿

这学期，颜欣转到大渡口读
三年级，学校的老师都说普通话，
但颜怀兵的普通话发音不标准。
此前，颜怀兵曾告诉郑友，他在教
女儿发音时，很担心自己不标准
的普通话误导了女儿，“如果有台
电视机就好了，电视机里的普通
话全是标准的。”

颜怀兵一番担忧的话，让本报
记者郑友记在了心头。“他说这话
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眼神里的担心

和渴望。”郑友告诉记者，他看到
了颜怀兵作为父亲的伟大一面，同
时也看到了他的谨小慎微，害怕因
为自己的短板而影响女儿。

“电视！”看到电视机，11 岁
的颜欣发出不太标准的普通话，
并饶有兴致地走过来观察起来。
关于电视机的尺寸，郑友曾经和
颜怀兵探讨过，家中客厅空间有
限，如果尺寸太大，会伤害女儿的
眼睛，所以才选定了这一尺寸。
来颜怀兵家里之前，郑友在自家
对电视机进行过测试。“免得到时
候上门安装后用不起，让他们白
高兴一场就不好了。”郑友说。

记者注意到，在安装电视机
的过程中，颜欣趴在地上，仰头看
着电视机画面，一双明亮的大眼
睛始终没有移开过。电视机安装
完毕，彩色画面出现，动画片《猪
猪侠》的魅力，让颜欣蹦跳着转起
了圈圈，并高兴得直呼：“耶耶！”

隐忧解决了
失聪女有声世界更丰富

“好了，电视机里的普通话都
是标准得不能再标准了！”颜怀兵
站在电视机一旁看着聚精会神地
看动画片的女儿，会心一笑地如
是说，神情看起来像是暂时松了

一口气。
颜欣的姐姐颜金凤告诉记

者，妹妹最喜欢看动画片，因为家
里没有电视机，平时只能通过妈
妈的手机看，但手机声音较小。

“现在好了，妹妹做完作业，就可
以看电视了，也能听到更清楚的
普通话。”

“我们普通话都说得不好，希
望通过电视机，她可以学到更标

准的普通话，更好地和学校老师
和同学们交流。”颜欣的妈妈这样
告诉记者。

“一台电视机并不贵重，但电
视机里播放的语音和信息，却可
以帮颜欣养成良好的语言习惯，
并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她的有声
世界就可以变得更丰富了。这是
让我最高兴的一点，很值得。”郑
友说。

本报记者郑友（前）在调试安装电视 首席记者 钟志兵 摄

重庆商报讯 “爸爸，我不怕
痛，我想要活下去！”“爸爸，等我
病好了，你能送我上学吗？”每次
听到儿子朱浪的话，大足区国梁
镇 43岁的朱德华，就心如刀割，
泪如雨下。原来，今年20岁的朱
浪去年刚踏进大学校门一周就查
出患了急性白血病。经过几个月
配对，今年3月13日，父亲为他捐
骨髓续命。不料朱浪进行骨髓移
植后出现了严重的排异加感染，
在医院一躺又是半年多时间，手
术前后共花费了180多万元。如
今，债台高筑的朱德华一想到儿
子继续治疗还会产生巨额的医疗
费，便不知如何是好。

大学生患急性白血病

今年20岁的朱浪，家住大足
区国梁镇阳光村，母亲覃家会和
父亲朱德华，都是老实巴交的农
民。而22岁的姐姐，刚从贵州航
空学院毕业。朱浪如今本该在大
学校园里享受青春，然而命运却
跟他开了个巨大的玩笑。

去年 6 月，朱浪考上了重庆
能源职业学院。当年9月入学后
的第一周，朱浪与同学们开始军
训。但两天的军训生活下来，朱
浪却有些吃不消，直喊头晕并且
厌食。整个军训期间，朱浪都时
而头晕，时而喊不舒服。这时校
医建议他到主城大医院去检查，
看看到底是什么原因。

随后，朱浪来到西南医院检
查。“你的家人呢？我要把诊断结
果告诉你父母。”朱德华接到医生
电话后被告知：“朱浪患上了急性
淋巴白血病，需及早进行骨髓移

植，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噩耗
犹如晴天霹雳，砸碎了朱德华夫
妇的心。

“这种电视剧里才会有的病
怎么会出现在我身上？况且我身
体一直很好，怎么可能得这种
病？”当身高1.85米的朱浪听到父
母跟医生的对话后，他吓蒙了。

“治，他才20岁，无论如何也
要治。”母亲覃家会告诉记者，从
那天起，一家人四处借钱，朱浪也
请了一学年的假，入院接受化疗。
尽管化疗很痛苦，但朱浪一直在祈
祷：尽早痊愈，早日重返课堂。

只有父亲骨髓可移植

“家里没有房子，只有他爸外
出打工攒下来的 30万存款。”朱
德华夫妇说，为了筹钱给儿子治
病，他们挨家挨户向左邻右舍、亲
戚好友借钱，总算凑了50万骨髓
移植的费用。但医生说，儿子的
整个手术下来，估计要近 100 万
元。“那段时间，很多亲戚都怕见
着我们，有的甚至看到我们老远
就走了，特别尴尬。”朱德华表示，
儿子那么年轻，只要有一丝希望，
全家就决不会放弃。

看着在病床上被病情折磨的
朱浪，无能为力的朱德华只能在
开水房里偷偷抹眼泪。加上贷
款，他勉强筹到了手术费。接下
来，全家人出动，抽血做配型比
对，希望自己的骨髓能救朱浪。

经过半年的煎熬，2月 2日，
覃家会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各项指标出来了，只有朱德华的
指标全部吻合，可以及早进行移
植手术，朱浪就有痊愈的希望
了。”听到这个好消息，压抑了许
久的一家人不禁抱头痛哭。

今年 2月 18日，朱浪在西南
医院进行了骨髓配对手术，抽取
了朱德华 800 毫升骨髓，前后一
共花费了 116 万元，这让原本清
贫的家变得一贫如洗，年轻的朱
浪忍受着难以言喻的痛苦折磨，
坚强地与病魔斗争终于熬到病情
基本稳定，一筹莫展的家人终于
看到一丝希望。

手术后出现排异症状

本想着等孩子手术病愈后，
休息一段时间就可以上学了。然
而事与愿违，朱浪手术后出现了
严重的肠道排异症状，每天拉肚
子十几次，甚至便血，肚子痛得让
他整夜难以入睡。

“那段时间，我过得生不如
死，一度想要解脱自己。但我舍
不得父母、姐姐、老师和同学们，
因此我一直鼓励自己不能放弃。”
朱浪告诉记者，两个月后，他的肠
道排异症状终于缓解。没想到一
家人高兴没多久，他就因感冒引
起肺部感染并发高烧，再次加重
了肠道排异症状。

那段时间，朱浪看着父母整
日整夜陪伴在他病床旁，父亲看
起来苍老了许多，母亲也瘦了好
几圈，他一直很心疼：“爸爸妈妈，
你们的恩情，我这辈子都还不
完。”“傻孩子，说些什么啊，我们
是一家人……”

等儿子病好后慢慢还账

朱德华表示，他因为捐了骨
髓，现在不能从事重力活。加上
这半年来朱浪病情反复，他只能跟
妻子每天呆在医院里陪伴他。从
化疗到现在，共花了180万左右，

家里早已负债累累。“目前就盼着
他的病情稍微稳定点，我可以在主
城找点轻松的活，挣点是点，等娃
儿病好了，一家人再慢慢还账。”

记者从大足区民政局获悉，
今年5月底6月初，副调研员肖天

亮了解到朱德华家的情况后，为
他们一家解决了低保问题，并为
他们争取到了低保院中救助5～
10万元，并为其申请了临时救助
1 万元。此外，社会救助基金会
也资助了朱浪5万元。

大学生患白血病 父亲捐骨髓续命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刘真

重庆商报讯 因为对继父和母
亲长达36年的“反哺”，家住大渡口
区新山村街道钢花社区54岁的邱
文先在获得全国“孝亲敬老之星”殊
荣后，日前又被所在的社区推荐参
选区级荣誉“十佳孝善之星”。

据了解，邱文先还在母亲腹中
时，亲生父亲就因病去世。两年后，
母亲改嫁，他从此多了4个哥哥姐
姐，但继父邱云清视他为己出。随
着时光流逝，日渐衰老的邱云清一
直害怕子女们视他们老两口为累
赘。为了消除继父的顾虑，邱文先
主动与哥哥姐姐一起协商父母的赡
养问题，并率先表态自己愿留在老
人身边照顾他们。那时，邱文先才
18岁，赡养重任一担就是36年。

60岁那年的一个雨夜，至今仍

清晰烙印在邱云清的脑海。当晚，
因前列腺炎症突然发作，邱云清痛
得在床上打滚。邱文先见状，立即
为继父披好外套，背起就往重钢总
医院跑。因当时没有出租车，邱文
先硬是背着继父跑了半个多小时，
才到达目的地。手术后的邱云清处
于病危状态，邱文先连续在医院陪
护了12个昼夜。继父行动不便，邱
文先每天坚持抱他进出卫生间。

在邱文先及家人的悉心照顾下，
继父如今虽已93岁高龄，但身体依
然硬朗。2006年，在“全国敬老爱老
助老主题教育活动”中，邱文先的感
人事迹感动了评委，他获得了全国

“孝亲敬老之星”荣誉称号。如今，省
吃俭用的邱文先在御景天都小区买
了电梯房，并把父母接了过来，实现
了继父“住上电梯房”的愿望。日前，
邱文先又被所在的社区推荐参选区
级荣誉“十佳孝善之星”。

“反哺”继父36年
男子参选“十佳孝善之星”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
首席记者 郑友

重庆商报讯 市气象台昨天预计，
从今天开始，各地天气会转晴，气温也将
逐日回升，预计未来三天，我市最高气温
将升至34℃。

未来三天天气预报
今天：东南部阵雨转阴天，其余地区

多云到晴。大部地区气温 20～34℃，城
口及东南部 16～29℃。主城多云到晴，
22～33℃。

明天：各地多云间晴，局地有阵雨或雷
雨。大部地区气温20～35℃，城口及东南
部17～30℃。主城多云间晴，23～33℃。

后天：各地多云间晴，局地有阵雨或雷
雨。大部地区气温21～34℃，城口及东南
部17～29℃。主城多云间晴，23～33℃。

朱浪在医院接受治疗 受访者供图

重庆商报讯 受降雨影响，9 日夜
间，万州区一养鸡场被水倒灌，9名群众
被困。记者从当地消防部门获悉，经周
家坝消防中队十余名官兵紧急救援，被
困群众全部及时脱险。

雨水倒灌养鸡场
消防救出9名被困者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友

逆行差点撞上警车
女司机：不怪我怪导航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首席记者 郑三波

重庆商报讯 前天下午 15 时许，
在寸滩立交高架桥上发生惊险一幕：一
辆白色丰田轿车逆向行驶，还差点撞上
了警车。江北交巡警寸滩勤务大队民警
拦下女驾驶员张某后，她竟很委屈地说：

“我没有超速，这不怪我，怪导航，我都是
跟着它走的。”据悉，张某因逆向行驶，最
终被民警依法记3分，罚款200元。

老太病重需出国就医
民警到病房办护照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王杨

重庆商报讯 王女士的母亲因病重
急需出国治疗，而老人无法动身前往办
证大厅办理证照。昨日，记者从市公安
局获悉，近日，在接到王女士的求助电话
后，重庆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民警携
带设备，走进医院为老人家提供上门办
证服务。

“非常感谢你们，你们上门服务实在
是太贴心、太高效了，让我们全家重燃帮
助母亲战胜病魔的信心！”近日，重庆市
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办证大厅，市民王
女士领到母亲的护照后激动不已，连声
对民警表示感谢。随后，王女士如期带
着母亲出国就医。

江边游玩车陷淤泥
民警辅警合力救援

重庆商报-上游财经记者 韩政

重庆商报讯 连着两天的大雨冲
刷，让长江水位不断上涨，江岸两旁淤泥
湿滑。尽管巴南区花溪派出所一直开展
安全宣传工作，但仍有市民驾车到长江
岸边游玩。9月6日下午3点过，一辆私
家车就陷入了淤泥中，进退两难。

花溪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后立即赶
往现场救援。出警民警拿出警车上的几
根木棍垫在车子后轮，以此来增加摩擦
力。同时，具有越野赛车驾驶经验的辅
警小刘驾驶报警人车辆，两个出警民警
配合推车。经过几次前进后退后，配合
民警的助力，车辆很快就从烂泥中开了
出来。当车辆从烂泥中开出后，报警人
握住民警的手不停感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