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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抗癌互助会邀你参加让生活 下来慢

2018年1月4日，根据何小平提供的线索，重
庆晚报记者带着她，根据残存的记忆，到重庆寻找
当年那户人家。

线索一：解放碑
男主人带着何小平从南纪门劳务市场出来，坐了

一趟公交车，大约两三站之后，好像又回到了解放碑。
可是南纪门劳务市场多年来也没有一路公交

车到解放碑。
步行到凯旋路，倒是有一路公交车开往七星

岗。凯旋路、七星岗、解放碑这一片是连着的，外
地人会笼统地认为是解放碑。

南充警方也来重庆找过，原解放
碑派出所、较场口派出所、大阳沟派
出所整合为新的大阳沟派出所。
但是，南充警方没有在新的大阳
沟派出所找到当年的报警记录。
线索二：大院子、绿色大门、医院

那是一个大院子，绿色的大
门、高高的门槛，里面住了很多户人

家，雇她的那户人家好像是院门正对
着的那间，女主人好像是医生或者护
士，曾经说过一句“我们医院忙得
很”。那一片好像有成片的大院子。

根据老重庆人回忆，1992年有成片大院子的，
很有可能是七星岗。

重庆晚报记者在七星岗街道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服
务中心见到66岁的文正光，他从1957年就住在七星
岗。他回忆，现在的财信渝中城，就是当年的上三八街5
号，这个地址有9个大院子连成一片，旁边是原七星岗公
社医院，如果有医生或者护士住在这里，那就对了。

挨着上三八街5号的，是工读院，当年工读院
的大门刷了绿色的油漆。

但重庆晚报记者找到当年管户籍的老片警杨
林，他说：“1992年丢了一个孩子，这么大的事我还
不知道？除非没有报警，如果报了警我肯定知道，
但我记忆里没有接到这样的案件。”

线索三：“梦生”
下午五六点钟外婆会来给孩子喂饭，喂完饭就

走，何小平曾经听过外婆喊：“梦生（音），吃饭了！”
“梦生”应该是孩子的乳名。
外婆家跟大院子就隔着一条街，是一栋两层

楼的楼房，可以望到江。
文正光说，与上三八街5号、工读院隔着一条

街，确实有一栋两层楼的红砖楼房，当年没有高楼
大厦的遮挡是可以望到江的。但有没有住着这样
一位外婆，就不知道了。

四川省南充市一名中年妇女辗转联系重庆晚报
1992年她在解放碑一带当保姆抱走主人儿子

找到孩子亲生父母

我就去坐牢
48岁的何小平看

了一档电视节目——
《宝贝回家》，讲的是一位七
八十岁的老母亲，一辈子
都在找四五十年前丢失的
孩子，满头白发了还在
找。这勾起了她26年前
的一件往事……

2018年1月3日，何小平辗转联系
上重庆晚报记者：“我一定要把这件事
说出来。”

1992年春夏之交，22岁的何小平从
四川省南充市李渡镇原五大山村来到重
庆市渝中区南纪门劳务市场，揣着一张捡
来的身份证等雇主。一名男子问她做不做
保姆，她说做；为了省5元钱的市场登记
费，男子没登记就把她带回家。

家里有个小男孩，在地上走得歪歪
倒倒，看起来一岁零四五个月的样子。
何小平去抱他，他也不认生。

两三天之后，趁主人上班，何小平抱着
孩子出门，到菜园坝汽车站坐上一辆大巴
车回南充。孩子不哭也不闹，一路顺利。

何小平就
在南充把这个
拐来的男孩

养大。男
孩 今 年
27岁了，

没人找过何
小平。

何小平18岁结婚，19岁有了第
一个孩子，是个男孩，冬月里生的，四
十多天之后，深更半夜意外夭折。

21岁，何小平有了第二个孩子，
也是个男孩儿，腊月里生的，十个月
之后，也是深更半夜，又死了。她不
能让村里人知道她又死了个孩子，死
一个死二个要遭人笑话。她敲开村
里独身聋哑人的门，给了10元钱，连
夜到河边挖个坑把孩子埋了，又死了
孩子这件事就没有人知道了。那个
年代，村里的人都顾着吃饱饭，也没
有人真在意。

村里的老人在何小平死第一个
孩子的时候就警告她：“八字大、命
硬，要捡个孩子回来养才养得活、镇
得住命。”

何小平相信了，她把拐来的孩子
当亲生的养，沿用了第二个孩子的生
日和姓名，叫刘金心。

这个孩子似乎真的为何小平镇
住了命。以为自己不会再生育的何
小平，在1995年又生了个女儿。

生下女儿之后，何小平想过“把拐来的孩子
还回去”，但是她“害怕坐牢”，这个男孩就一直养
在何小平身边。

丈夫刘小强（化名）不喜欢这个男孩，夫妻俩
常常因此吵架，刘小强常年不回家。何小平一人
带着两个孩子在李渡镇租房子、打零工。2000
年她攒下2.5万元钱，为了方便刘金心读书，她在
南充市买了一套老房子。

2003年，何小平和刘小强离婚。之后，何小
平去黑龙江贩卫生筷回南充卖，50元一箱买进，
75元卖出，一年赚了七八万元。她又去山西贩煤
炭回南充卖，夏天一吨煤进价600元，她卖1200
元，冬天一吨煤进价1000元，她还卖1200元，两
年赚了十五六万元。2014年，何小平用这笔钱又
在南充市买了一套房子。三室一厅，90多平方
米，单价4500元，首付13万元，贷款20年，写的
是刘金心的名字。她说：“准备儿子结婚用的。”

刘金心也孝顺，去年9月何小平生日，他还
送了何小平一套护肤品。

何小平说这些，是要反复证明：“我知道我自
己做了错事，可是我一直把儿子当亲生的养。”

邻居只看到何小平的不容易，离了婚一个人
把两个孩子拉扯大。

随着岁数越来越大，何小平越来越不
安，她去庙里求了观音菩萨：“我把我做的
事全部说给菩萨听，求菩萨原谅。”

直到2017年夏天，何小平看到电视节目
《宝贝回家》。她说：“七八十岁的老母亲，一辈
子都在找四五十年前丢失的孩子，满头白发
了还在找，我觉得我自己不是人，作孽呀。”

何小平跟刘金心说出了实情，并去南
充市公安局顺庆区分局打拐办自首。

南充警方向重庆晚报记者证实：大约
半年前采集了何小平、刘小强、刘金心的
DNA，可以证明的是刘金心与何小平、
刘小强没有血缘关系。

刘金心不愿面对，他离开南充，
去了广州一家电子厂打工。他说：

“能找到就找，找不到就算了。”
刘金心初中辍学，是何小平觉

得最对不起他的地方。“如果他跟着
他的亲生父母在解放碑长大，也许会
读大学、硕士、博士。”

刘金心的DNA放入了中国失踪人口
档案库。可是，半年过去了，通过比对认
亲没有找到他的亲生父母。

“亲生”保姆 镇命 自首 寻找

慢新闻—重庆晚报记
者 聂莎/文 任君/图

““
赎罪

何小平也不知道，这样寻找的路径
是否正确。“我只想快点找到孩子亲生父
母，找到了我就去坐牢，给自己赎罪。”

南充警方表示，目前证据太单一，
无法证明何小平当年拐骗了一个孩
子。前夫、女儿、刘金心都说何小平精
神正常，没有说谎。

重庆百君律师事务所律师黄自强
说：“我国《刑法》在1997年做过一次修
改，1997年以前，用的是1979年制定的
《刑法》。根据从旧从轻的原则，1992
年的案子，应该按旧法判。”

“根据1979年《刑法》，拐骗，判处5
年以下有期徒刑。”

“1979年《刑法》还有一个关于追诉
时效的规定：最高刑不满5年的，追诉时
效是5年；刑期5年以上不满10年的，追
诉时效是10年；刑期10年以上的，追诉
时效是15年；无期徒刑和死刑的，追诉
时效是20年；如果20年以后必须追诉
的，需由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只有在对
嫌疑人采取了强制措施以后，嫌疑人逃
避侦查的，才不受追诉时效的限制；如果
犯罪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犯罪
行为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但何时是
行为终了之日，这就存在争议了。”

“从目前的案情来看，当事人想坐
牢，未必能如她所愿。”

何小平听了不知是喜是悲。她说：
“那我怎么才能赎罪呢？我说给菩萨
听，可不可以？”

““

▼何小平来到当年
的临江门 2路车总
站附近寻找线索

▲何小平坐上公
交车沿路搜寻

◀南纪门劳务市
场已经关闭，何
小平仍能认出这
就是她当年找工
作的地方。

◀何小平 20岁
时的照片，她希
望雇主认出她。
（受访者供图）

▶何小平
拿出刘金
心的自拍
照给重庆
晚报记
者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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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家印谈扶贫初心：

必须回报社会
2017年5月14日，在恒大集团帮扶乌

蒙山区扶贫干部出征壮行大会上的讲话
中，许家印首度披露了童年的贫寒以及成
长的经历，并感慨道恒大的一切，都是党给
的，国家给的，社会给的，誓言一定要打赢
乌蒙山区脱贫攻坚战，不脱贫不收兵。

“没有国家的恢复高考政策，我还在农
村；没有国家的14块的助学金，我也读不
完大学；没有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恒大也
没有今天。恒大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国家
给的，社会给的，我们应该去承担社会责
任，我们应该回报社会，我们必须回报社
会。”许家印感叹到。

据悉，恒大从2015年12月开始结对帮
扶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三年无偿投入30
亿，通过产业扶贫、搬迁扶贫、教育扶贫、就
业扶贫和保障扶贫等一揽子综合措施，确
保到2018年底大方县18万贫困人口全部
稳定脱贫。2017年5月，恒大集团再无偿
投入80亿，累计投入110亿，又进一步承担
了毕节市其它 6 县 3 区的帮扶工作，到
2020年帮扶毕节1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稳
定脱贫。

人民日报“第五届民生发展论坛”的评
审专家表示，恒大扶贫“方案精准、措施精
准、用人精准”，成功探索了可复制、可借鉴
的“恒大贵州大方扶贫模式”，其“龙头企
业+合作社+贫困户+基地”产业扶贫模式，
实现了“供、产、销”一体化经营，确保了贫
困户持续增收、稳定脱贫。

恒大2108名扶贫铁军承诺：

不脱贫不收兵
面对毕节市艰巨的脱贫攻坚任务，许

家印曾经强调：“5年无偿投入110亿元并
不是一件难事，最难的是要派出一支能吃
苦、能奉献、能打硬仗、能出思路、能出管
理、能出办法、能出技术、能促进当地群众
内生动力的一支优秀的扶贫团队，决战乌
蒙山恒大扶贫前线”。

为此，恒大从集团内部选派了321名常
驻县乡的扶贫干部、1500名驻村扶贫的队
员，与此前常驻大方的287人会师，形成了
2108名的扶贫铁军决战乌蒙山区扶贫前线。

“帮扶毕节市，是我们回报社会最好的
平台，也是我们回报社会最好的机会。他
们实在是太穷了、太苦了, 我们一定要帮
助他们，要把帮扶毕节100多万贫困人口
实现脱贫，作为恒大的历史使命。”许家印
还代表恒大集团对毕节100多万贫困群众
作出庄严承诺：“不脱贫，不收兵！”

国家级刊物《中国扶贫》杂志评论称：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正处于“啃硬骨头”历
史阶段，恒大人不仅做好顶层设计，还派出
了一大批有历史使命感和现实紧迫感的集
团精英，与贫困老乡们结成命运共同体，俯
下身子亲自干，不脱贫不收兵，奏响了企业
扶贫的最强音。

恒大把企业发展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
实践中，不仅是优秀产品和服务的提供者，
还是践行企业家精神的代表，“整县帮扶”、

“整市帮扶”，重构了企业使命，推动了社会
进步，促进了社会发展。据悉，本月9日，恒
大结对帮扶毕节市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捐
赠的第四笔20亿元扶贫资金已到位，已累
计捐赠到位60亿。截至目前，恒大各项精
准扶贫措施已覆盖大方县全部18万贫困人
口，已实现12.73万人初步脱贫。整市帮扶
毕节7个月以来，共400万平方米的九个易
地搬迁安置区所有楼栋已全面开工，331个
蔬菜、肉牛等产业基地已开工，全市已培训
47608人，推荐就业37485人。

重庆晚报记者 张巧

许家印首度披露贫寒出身 要集恒大之力支持脱贫攻坚
近日，一则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的讲话视频在网上引起社会

广泛关注。视频中，许家印首度披露了童年的贫寒以及成长的经历，表示
1岁3个月的时候，母亲没钱看病去世，自己就成了半个孤儿。“没有国家

的恢复高考政策，我还在农村；没有国家的14块的助学金，我也读不完大学；没有国
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恒大也没有今天。”许家印感慨道恒大的一切，都是党给的，国家
给的，社会给的。讲到自己在乌蒙山区亲眼看到贫困群众的贫苦现状，动情处许家
印还数度哽咽。

恒大援建的奢香古镇恒大援建的奢香古镇

恒大扶贫队员出征仪式恒大扶贫队员出征仪式

受中央在渝机构委托，重庆恒升拍卖有限公司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拍卖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将于2018年1月21
日9:30在重庆市九龙坡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1、2号入口
二楼拍卖厅以现场拍卖的方式，公开拍卖中央在渝机构公务用车
制度改革取消车辆（第2批），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中央在渝机构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第2批），不含车

辆号牌，具体的车辆信息及数量详见重庆恒升拍卖有限公司网站
（www.hs518.com）“中央在渝机构公务用车制度改革取消车辆
拍卖（第2批）清单”。

二、竞买人资格
竞买人必须是具有合法资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企业或

其它法人组织以及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均可申请参
加车辆竞买。

三、车辆展示
现场展示时间：1月18日至1月20日三天（9:00-17:00）。
展示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2号入

口正对面VIP停车场。
公交车线路：
117路、203路、224路、225路、231路、235路、268路、325

路、365路、429路、464路、466路、818路、862路均可到展示地
点。

四、竞买保证金缴纳方式
1.竞买保证金的收取：竞买人缴纳1万元（壹万元）竞买保证

金时，可参与任意1辆车辆的竞买，但只能竞得1辆车，竞拍成交
1辆后，该竞买人竞买资格即终止；竞买人缴纳2万元（贰万元）竞
买保证金时，可参与任意2辆车辆的竞买，但只能竞得2辆车，竞
拍成交2辆后，该竞买人竞买资格即终止；缴纳4万元（含4万元）
竞买保证金以内的情况,以此类推；竞买人交纳5万元竞买保证
金时，不限竞得数量。

2018年 1月 18日—1月 20日（9:00-17:00）在车辆展示
现场重庆市九龙坡区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体育场1号入口旁可
以采取POS机刷卡（仅使用储蓄卡）方式缴纳，并办理竞买登
记手续。

竞买登记携带资料：自然人携带二代居民身份证或其他有效
身份证明、法人携带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和组织机构代码证
复印件（如三证合一携带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法定代表人
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和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2.竞买保证金结转与退还
（1）成交竞买人（即买受人）的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为履约保证

金。履约保证金在买受人办完转籍、车辆交割及过户新的行驶证
领取后次日起2个工作日内，按原路径退还至买受人。

（2）未成交竞买人的竞买保证金退还：
POS机刷卡的在拍卖会结束次日起7个工作日内按原路径

退回至竞买人。
五、拍卖方式
本次拍卖采取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拍卖师现场宣布起

拍价及加价幅度，竞买人以举牌的方式应价，出价最高者为竞得
人。

六、拍卖成交价款、佣金缴纳及方式
1.拍卖成交价款缴纳方式：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须于2018年

1月21日17时前现场缴清车辆成交价款到指定专户，支付方式
为一张银行卡全额以POS机刷卡进账（仅使用储蓄卡、不转账、不
收取现金）。

2.佣金缴纳方式：拍卖佣金按拍卖成交价款的5%由买受人
在2018年1月21日17时之前一次付清给拍卖人,支付方式为：
POS机现场刷卡（仅使用储蓄卡）。

3.买受人未在规定时间内付清拍卖标的全部各项款项（包括
拍卖成交价款、佣金、税、费等费用），视为违约行为，拍卖标的由
本公司收回，已经收取的拍卖价款、佣金及竞买保证金自动转为

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同时按《拍卖法》规定，买受人须向本公
司另行支付违约金（违约金按成交价20%计算）。本公司在征得
委托人的同意后将拍卖标的再行拍卖，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
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部分并承担违约责任。

七、车辆过户手续办理及移交
本公司将委托专业代办过户公司对本次拍卖车辆提供车辆

过户、转籍及提车一站式服务，并在车辆拍卖现场设置车辆过户
（须符合转籍提档过户相关政策规定）代办点，统一为买受人提供
代办服务。为加快成交车辆过户手续的时间，服务机构对本批已
超过年检期限的车辆代买受人在拍卖会前进行垫支年检，缴纳车
船税、交强险和路桥费，拍卖成交后，买受人需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缴纳车船税、交强险和路桥费及其它公示的费用。并提交齐备的
车辆过户手续。在重庆市区县过户的买受人，可到主管部门办理
本年度路桥费的退还。

（一）买受人办理车辆过户、转籍提档须在拍卖成交之日起2
日内提供以下资料

1.自然人：有效身份证原件和复印件。
2.法人：组织机构代码证（若三证合一，则为营业执照副本）

原件、复印件和公章。
（二）车辆过户、转籍、提档、交割手续办理及注意事项
1.异地竞买人自行咨询迁入地公安交管部门有关车辆过户、

转籍等政策规定；竞买人自行承担过户转籍风险。如要参加拍卖
会,需提供重庆区域的户籍暂住证,以便车辆成交后办理到暂住
地的过户手续。

2.车辆按照现状移交，买受人提取车辆时，应做好风险防范
措施，若买受人接车后发生的违章、摄像、大小交通安全事故及债
权债务等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3.竞买人应自行查看拍卖车辆的保险情况，成交车辆保险若
已到期，由买受人在办理车辆过户、转籍前购买并承担相关费用。

4.车辆过户、转籍应缴税、费、保险等全部由买受人承担。
5.缴清成交价款、佣金及各项款项之日起车辆需转重庆市区

县上户的客户，车辆提档后必须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车辆过户手
续，若买受人接车后发生的违章、摄像、大小交通安全事故及债权
债务等均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6.车辆转主城内过户的客户，如过户手续齐全完备，并提交
车管所受理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车辆移交手续。警转民车辆过
户的客户，如过户手续齐全完备，并提交车管所受理后15个工作
日内完成车辆移交手续。车辆移交地点：具体以通知为准。

八、注意事项
1.竞拍人有义务对拍卖规则进行了解。
2.拍卖展示的车辆以现状为准，成交后，车辆座位、附加设

施、轮胎等，由买受人按照车管部门要求，自行添加、拆除或更换。
3、竞买人应在展示时间内亲自到现场查验拍卖车辆的状况,

包括该拍卖车辆之瑕疵，并自行查验车辆外观、配置、排量、里程、
质量及车辆维修、保养、事故、有无改装改动等情况,竞买人有义
务对其了解及核查车辆情况负责。本公司提供的关于车辆状况
的说明仅供参考，不对车辆瑕疵承担任何担保责任。

九、本公告发布媒体：重庆商报、重庆拍卖行业协会网站、中
国拍卖行业协会网站、重庆恒升拍卖有限公司网站。

十、竞买咨询地点及电话
（一）公司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溪街道新溉大道103号中

渝.香奈公馆6幢18-办公1。
（二）公司竞买咨询：（023）68623128 68885585
（三）网络服务：（023）68628877
（四）公司网址：www.hs518.com
车辆详情可扫描本公司公众号，了解更多车辆信息！
联系人：李先生：13206237300
罗先生：13708378009

重庆恒升拍卖有限公司
2018年1月12日

中央在渝机构公务用车
制度改革取消车辆（第2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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