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推动重庆各项事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力前行
20192019年年55月月2323日日 星期四星期四 责编责编 陈志刚陈志刚 视觉视觉 陆晓霞陆晓霞 图编图编 张路张路 责校责校 罗文宇罗文宇 02

本版只提供信息，不做法律依据，交易前请严查相关文件

遗 失 公 告

●重庆力文园林工程有限公司于2019年4
月23日遗失公章（编号5001141004265），
法人章（邓力文）各一枚，声明作废●遗失重庆力文园林工程有限公司2017年01
月09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00000753088051H，声明作废

限期迁坟通告
经渝府地〔2018〕1929号、1931号文件批准，

征收巴南区龙洲湾街道解放村9、10、11社部分集
体土地，用于巴南区实施城市规划建设，重庆市巴
南区人民政府已经依法分别发布了征地“两公
告”。现请征地范围内的各位坟墓所有权人限于
2019年6月30日前，到重庆市巴南区龙洲湾街道征
地办公室办理相关迁坟补偿手续并自行搬迁坟墓，逾
期未搬迁的坟墓，相关单位将按无主坟予以处理，由
此导致的所有经济、法律等损失与责任，概由坟墓所
有权人自行负责，与其他单位和个人无关。特此通告

重庆市巴南区人民政府征地办公室
声明：遗失重庆市原荣昌县工业园区阮家庙安置点廖天富等
4户拆迁安置房工程：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号：重规地证
荣园区字【2008】42 号原件；建设用地批准书，证号：
0002976原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重规建证荣园区
字【2008】42号原件；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证号：重规建验
荣园区字【2008】42号原件；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证号：荣园区
51023120081117419原件；建设红线图原件，特此声明。
声明：遗失重庆市原荣昌县工业园区阮家庙安置点史贤文等
5户拆迁安置房工程：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号：重规地证
荣园区字【2009】6号原件；建设用地批准书，证号：0000160
原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建字第重规建证荣园区
【2009】6号原件；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编号：重规建验
荣园区字【2009】6号原件；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编号荣园
区51023120090417372原件；建设红线图原件，特此声明。
声明：遗失重庆市原荣昌县工业园区阮家庙安置点贾平建等
6户拆迁安置房工程：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证号：重规地证
荣园区字【2008】37 号原件；建设用地批准书，证号：
0002985原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建字第重规建证
荣园区字【2008】37号原件；建设工程规划验收合格证，证号：重
规建验荣园区字【2008】37号原件；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证号：荣园区
51023120081118421原件；建设红线图原件，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博咨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MA5UGQ87XY）股东会
决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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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务
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5月2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姜书鲜花水果店（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00101050390721D）投资人决定，本企
业拟将注销，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规定必须在登报
之日起60日内，请债权人到本企业办理债务清偿手
续。联系人：姜书.电话13452796488。特此公告

本 人 高 兰（ 身 份 证 号 码 ：
429006198408154849）一级建造
师 注 册 证 书（ 证 书 编 号 ：
00486432）及执业印章（印章号：
川135151616468）遗失作废。

公 示
由重庆庆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 隆鑫中央

大街A区1号4号23号24号及相应车库 ”工程项目现
已完工，凡涉及该工程施工建设中所有的债权债务人
（含人工工资、材料供应、设备租赁等）请于本公示登报
公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到我司结清全部债权债务，
逾期者，责任自负。特此公示

联系人：徐先生 苏先生 联系电话：023-67528719
重庆庆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3日

公 示
由重庆庆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隆鑫中央大街一

期B区高层及车库，C区商业及车库 ”工程项目现已完工，凡
涉及该工程施工建设中所有的债权债务人（含人工工资、材
料供应、设备租赁等）请于本公示登报公布之日起15个工作
日内，到我司结清全部债权债务，逾期者，责任自负。特此公示
联系人：徐先生 苏先生 联系电话：023-67528719

重庆庆华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3日

重庆市规划局北碚区分局遗失非税收入-般缴款书，票号：
7764420315、7764420681- 776442069X、7764420796-
7764420809、7764421115、776442130X- 7764421318、
7764421334、7764421676、7764421772- 7764421780、
7764422038、7764422118、7764422791、7764422863、
7764423268、7764423313、7764423751、776442384X、
7764423962、7764424244、7764424359、7764424455、
7764424762、776442544X、7764426012、7764426039、
7764426290、7764426338、7764426354、7764426434、
7764426530、7764426637、7764426899、7764427154、
7764427197- 776442720X、7764427314、7764427330-
7764427349、7764427365、7764427445、7764427760、
7764427795- 7764427808、7764427904、7764427963、
7764428050、7764428085、7764428181- 776442819X、
776442843X、7764428595、7764428667、7764428704、
776442878X-7764428798、9843050163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致盛建筑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重庆市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
编号：0036129480，金额：40000元，声明作废。●声明:重庆市莎苑食品有限公司，遗失重庆市
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算票据，编号：
0036129472金额：40000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我公司所属湖北长舟盐化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的行政公章、合同

专用章、发票专用章等所有印章和税控盘、《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QECJ52)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湖北长舟盐化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3日

声 明
位于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物流园内的铜梁龙城项目物

业，系由我司依据2017年1月19日与重庆展仑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重庆渝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统称“合作公司”）
签署的《咨询服务协议》和《招商咨询服务协议》（以下统称“服
务协议”），受合作公司委托提供招商和咨询服务的物业。

上述服务协议于2018年10月即已履行完毕并终止。然
我司发现合作公司在未经我司及我司关联方任何授权的情况
下，于上述物业商场的店招、外墙等载体上使用“红星美凯
龙”、“星艺佳”等我司及我司关联方商标、标识、商号等无形资
产并进行宣传推广、经营销售。

我司在此郑重声明：
1、铜梁龙城物业系重庆展仑商业管理有限公司、重庆渝

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独立开发、经营，与我司及我司关联方无
任何关系，且我司及我司关联方亦未曾以任何形式投资、开发
上述商业物业。

2、铜梁龙城物业使用我司及我司关联方名义宣传推广及
经营销售的侵权行为，已经对我司及我司关联方构成严重违
约及侵权，我司将保留追究其法律责任的权利。同时我司告
诫铜梁龙城物业的投资者及广大消费者，重庆展仑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重庆渝鹏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在上述物业内的任何
经营与销售行为概与我司及我司关联方无关，请认清开发销
售主体，客观分析投资回报来源，慎重作出投资决策，避免给
自己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红星美凯龙成都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3日
公 告

重庆龙赢天下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076664474826）：

本局于2019年3月7日受理的文思财工伤认定一案，因
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单位送达有关文思财此次受伤的《认定
工伤决定书》（渡人社伤险认字〔2019〕237号），为依法维护
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请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
日内到重庆市大渡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领取有关文
思财此次受伤的上述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联系电话：
02368083958）特此公告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19年5月2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长江乐器城渝北艺术培训部（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52500112709418367P，原登记证号：
030006）拟将注销，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
行条例》规定，请相关债权债务人在本公告登报10日
内到本培训部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达华集团北京建标诚和咨询有限公司重
庆分公司开具给重庆泽足水务投资建设有限
公司的重庆市地方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发票
联次一张，发票代码：5000172350，发票号
码:02241388，金额3000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丰都县惠众养殖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0073693629K）成
员大会决议，本企业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
业合作社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
内，请债权人到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丰都县大山农业开发专业合作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3500230304921546K）成员大
会决议，本企业拟将注销。根据《农民专业合作社
法》规定必须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
清算组申报债权.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尚鹏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UTEMMXK）股东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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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5月2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渝北区春明建筑设备租赁有限
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YN7KN7B）
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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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人到本公司
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19年5月23日

遗失公告
四川新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遗失

以下空白发票，增值税普通发票10份，发票代码
5000172320，发票号码19684951-19684957；增值
税专用发票23份，发票代码5000172130发票号码
03528818- 03528840；开具发票的新源金税盘
91500107331680602K金税盘号：661570340689 ；
报税盘编号：662505875681声明作废

四川新源电力工程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

重庆市北碚区国土资源管理分局遗失非税收入-
般 缴 款 书 ，票 号:6018327157、7168180693、
7168221897- 7168222240、 7168222304-
7168222347、 7537214730、 7642432254、
7703959843- 7703959851、 7949189375-
7949189383、 7932334273、 7911823473、
7911829904、9878569635声明作废

遗失何建佳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1680120180302670作废
遗失李桂生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1680120181200566作废
遗失李斌保险执业证02000150011680120170600630 作废
遗失邹景丽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3234728作废

重庆市江北区民政局于2019年1
月 30日遗失非税收入一般缴款
书，票据编码1011101，发票单号
005855476，开票金额0元非税票
据。特此登报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梨亭实业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1500000MA5YPQQ854）股东会决定，
现将注册资本从20000万元减至500万元整。根
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关债
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君弘公司渝 D15820 营运证 500381027599 遗失作
废。诺成公司渝 D46599 营运证 500110091697 遗
失。重庆广康运输有限公司渝 BL7729 营运证
500222032376渝BL7771营运证500222032385遗失
作废。泽佳公司渝BM0086营运证500115057277遗
失作废。圣图公司渝A93262营运证500110049364
遗 失 作 废 。 运 华 公 司 渝 BR3993 营 运 证 正 本
50011014089 遗失。君睿达公司渝B1A301营运证
500110077500 遗失。轩勃公司渝 D91830 营运证
500110080594 遗失。曼迪公司渝 BQ2699 营运证
500110005624 遗失作废。路悦公司渝 BR1355 渝
BR7188营运证遗失作废。久发长寿分公司渝D66288
营运证500115057652遗失作废 。

●王思平不慎将执业医师执业证书遗失，
编码：141500000000285，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亿腾门业有限公司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锦吉公司渝BZ8002营运证遗失
●重庆拓兴物流有限责任公司渝BZ1912营运证500222048371遗失
●运发公司渝D93735营运证遗失
●遗失梁雪梅营业执照正副本92500107MA5U8XPT3A作废
●遗失重庆蔚蓝食品有限公司法人朱鹏程私章壹枚，特此声明
●遗失2015年1月22日核发的个体户何世会（南川区何世会
副食店）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4600148861声明作废
●遗失2018.5.23核发重庆云杨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渝北分公司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5YXBEA8Q声明作废
●遗失2015年3月13日核发的个体户陈德琼（重庆市江津区德琼
湖畔山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38160008035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念杭健康管理咨询服务有限公
司印章刻制、查询、缴销证明，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俊泽科技有限公司公章壹
枚，编号5001078010386，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闪灼商贸有限公司备案通知书，（渝
黔）登记内备字[2016]第013737号，特此声明
●遗失华博健康药房渝北区石碟药店工商银行重庆分行两
路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4865801,声明作废
●遗失经营者赵勇刚2018年02月09日核发个体工商营业执照
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5YRC0K06作废
●重庆市九龙坡区兴亭清洁服务队遗失2018年06月14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7MA5XWNPC00）作废。
●遗失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司重庆石油分公司成渝
高速公路青杠服务区加油站成品油经营许可证副本
（证号：油零售证书第BS2014009号）、声明作废
●巴南区新苑自行车商行遗失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2500113MA5YF7GP47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明豪劳务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596709116K）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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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3日
注销公告：根据重庆外星人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
司2019年5月20日股东决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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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洪进
注销公告：经重庆源仁机械设备租赁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MA600G9J4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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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3日
遗 失 重 庆 仁 仟 科 技 开 发 有 限 公 司（税 号
915001070503966647）开具给贵州盛瑞物资有
限公司（税号915201025692011579）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抵扣联和发票联）1 份（发票代码
5000181130，号码02244757）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经重庆能拓燃料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9030008713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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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尊瑜健康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YRBWX8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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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3日
注销公告：重庆金禾富机械制造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号：500104000026700 经股东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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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相关债权人到本
公司办理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遗失2005年7月14日核发的个体户汪圣发（重庆市九龙坡区皖东机
电制造厂）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5001073201941-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市九龙坡区皖东机电制造厂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340123197507016475）、组织机
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L01346284）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江上客酒店管理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6065TGXE）股东决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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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3日
减资公告：经重庆驰恒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13MA5YRUE3XM)股东研究决
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5000万元减至500万元，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持有效证件到公
司办理相关法律手续。2019年5月23日

荣昌区昌州街道张昌芬餐馆遗失发票代码：
150001620410、 发 票 号 码 ： 38701624、
38701625、38701639、38701665、38701672-
38701674、38701677、38701679、38701686、
38701690通用机打卷式发票

遗失重庆市辅仁中学校食品经营
许 可 证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JY35001080087301，声明作废。
遗失李继红开具给重庆康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通用机打发
票（第二、三联）代码150001620230号码01483725作废
遗失李继红开具给重庆康翔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增值税普通发票（第一联）代码050001800105
号码04597874、04597875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博裕腾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101MA5YXMNW5R）股东会决议，本公司拟
将注册资本减少200万元，即由380万元减少到18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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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冉隆国

电话：13251178606 特此公告2019年5月2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朋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号
50010600012810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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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庆朋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万州区延高烟叶种植场（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595187109P）投资人
决定拟将注销,根据《个人独资企业法》的有关
规定,请债权人在登报之日起60日之内，到本
企业办理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经重庆市永川区武国废旧金属收购
站（注册号 5003832201091）合伙人研究决定，
本企业拟将注销，根据《合伙企业法》规定必须
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本企业办理
债权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梨亭拍卖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12MA601X8042）股东会决定，现
将注册资本从10000万元减至500万元整。根据
《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关债权
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亚里士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 91500112MA605X3W6P）股东会决
定，现将注册资本从5000万元减至500万元整。根据
《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关债权债务
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重庆亚里士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2MA605UFQ56）股东会
决定，现将注册资本从20000万元减至1000万元
整。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日起45天内，请相
关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相关事宜。特此公告

● 遗 失 江 北 区 赵 礼 兵 餐 馆（ 纳 税 识 别 号
51021319680815341406）公章、发票专用章各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吴思睿《出生医学证明》编号H500306092声明作废
●遗失杨芸熙《出生医学证明》编号L500351137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科尚居久屋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财务专
用三联收据一本编号4891461-4891480声明作废
●遗失2017年6月21日核发南岸区康扬宠物诊所营业执照
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5UNE4M2L声明作废
●重庆和平药房连锁有限责任公司沙坪坝中心连锁
店遗失重庆增值税普通发票:29060380，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亦朋智能停车服务有限公司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税号50011233963060X，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伟东昌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壹枚（编号5001038047882）声明作废
●叶玉香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3172666遗失作废
●遗失重庆鑫诚玉琪科技有限公司国地税税务登
记证正副本，税号500108355636788，声明作废
●遗失佰年印象（重庆）品牌管理有限公司印章备
案回执，编号50011420190311056，声明作废
●重庆市科众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维修服务站遗失空白增值
税普通发票一份，代码050001800104号码31487374作废
●重庆市荣昌区堃尚机械租赁有限责任公司，公章、财务
章印章备案回执遗失：编号：50022620190516025作废
●遗失綦江区惠鑫炉料加工厂税务登记
证正副本500222L81981340作废
●重庆天宝两江公司遗失渝D19936（500402019744）运输证声明作废
● 遗失曾泊坚《出生医学证明》编号Q500166972声明作废
●重庆密邻商贸有限责任公司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许可证编号：JY15001120142085，声明作废。
●遗失2014年12月19日核发的重庆贵鸿沅商贸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本注册号50011200759199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海蕾嘉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00108MA5UA6D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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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3日
注销公告：经重庆超速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103671032767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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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3日

●遗失重庆渝江出租车有限公司渝B77T25营运
证，营运证号：500100033802，声明作废。
●遗失南岸区鸿瑞食品经营部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2500108MA5YRY2H9D作废

注销公告：经重庆厚积工业电气设备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7681459975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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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3日
注销公告：经新互膳（重庆）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859229008XJ）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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5月23日

5月20日至21日，市委五届六次全会
召开。全会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
精神，确保把总书记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
重庆大地上，切实把总书记殷殷嘱托转化
为强大政治动力、精神动力、发展动力，以
实干实绩回报总书记殷切期望。

从渝北区石船场镇十字路口出发，沿
着石龙路向下走，大约几分钟后，道路右侧
就会出现一座小小的院子。它看上去不起
眼，可是石船的居民都知道，这里是区交巡
警支队石船公巡大队。从去年10月起，它
有了一个更响亮的名字：杨雪峰大队。

这个因“时代楷模”杨雪峰同志而命名
的大队，正是以时代楷模的精神为引领，在
工作中继续坚守杨雪峰同志对党忠诚的政
治品格、服务群众的为民情怀、坚守正义的
价值追求、清正廉洁的道德操守，把本职工
作落到实处。

他们说，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重庆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到公安交巡业务工
作中，提高政治素养、业务能力和服务水
平，立足本职岗位，深入推行交管“放管服”
改革新举措，强化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规范
道路交通秩序，助推乡村振兴建设和乡亲
们脱贫致富奔小康。

英雄精神永驻
杨雪峰大队，它的第一属性肯定是工

作单位。在这里，大队民警所恪守的第一
个品质就是“敬业”。说起“敬业”，这里一
直流传着一个与杨雪峰相关的故事：

2016年10月，杨雪峰从两路大队调动
到石船，他来上班第一天早上，大队长黄长
富本打算开个短会让杨雪峰和队里民警相
互认识一下，没想到在食堂吃早饭的时候，
杨雪峰听说石船场镇早上容易拥堵，刚喝
了一碗稀饭，就带头上街执勤疏堵去了。

“到现在我都还经常用这件事来激励大家，
在雪峰这样好榜样的带领下，我们作为其
中的一员，没理由不做好分内的工作。”直
到今天，说起这件事，黄长富印象仍然十分
深刻。在杨雪峰大队里，在工作上不畏艰
苦、迎难而上，尽心尽职做好本职更是刻进
了每一个人的心中。

据记者了解到的消息，杨雪峰大队下
辖4个镇，辖区面积324平方公里，道路总

里程1057公里，共有交巡警11人。他们主
要负责道路交通秩序管理、道路交通事故
预防及处理、街面治安刑事警情先期处置
及服务群众等工作。

今年3月16日，星期六，一大早，黄长
富就组织几位民警赶往高龙路、红印路等
多个路段，准备开始一天的印盒景区交通
疏导工作。这也是杨雪峰大队民警连续加
班的第三个周末。

“每年三四月的周末我们都要这样忙
碌，因为这段时间，大盛樱花赏花季、统景
印盒李花赏花季以及玉峰山樱桃采摘季集
中举行，赏花摘果的市民蜂拥而至，加之村
里的停车场地不多，一旦有人在路面上乱
停乱放，就很容易造成大面积堵车。”黄长
富介绍。今年，为了应对印盒李花赏花季
的交通压力，大队事先已经根据景区地势
设计了两上两下单循环，引导车辆有序进
出景区、有序停放。同时，每天安排民警赶
往现场，以定点和巡线方式加强值守，确保
遇事及时处理。

今年大盛樱花赏花季、印盒李花赏花
季和玉峰山樱桃采摘季期间全队民警无一
人请假，以最敬业的态度，高质量完成了本
次交通保畅任务。”黄长富说。

新人迅速成长
一个优秀的集体必须是源于人才的支

撑，杨雪峰大队也是如此。尤其在一个基层

单位里，人员的流动总是难免，为了保障大
队工作正常开展，如何让刚进来的新人能最
短时间内熟悉业务、跟上节奏？在这方面，
杨雪峰大队早已有一套成熟的培训机制。

今年初，李辉、辜美危、饶显龙、卓晓钟
几位民警新调入杨雪峰大队工作，他们当
中，除了辜美危是老交巡警，其他三位都是
从各个派出所过来的案侦民警。虽然都是
民警，但交巡警工作对于他们来说，无疑是
个全新的领域。

因此，黄长富他们便按照以前的惯例，
先将几人分到不同的值班组，又指定老交巡
警带他们，这种定人、定岗、定师傅的方式是
经过多次实践，证明能帮助新民警尽快熟悉
交巡警业务、熟悉辖区情况的有效方式。

“基层人员有限，一个民警不可能长期
只做一项工作，如果同事临时有事，其他人
要随时可以顶上，这就对新民警提出更高
的要求。”黄长富说，杨雪峰大队采取的是
轮岗制，每个民警在一个岗位上工作一定
时限后，就要到另一个岗位熟悉新业务。
每个岗位轮一遍，基本上所有的民警都成
了多面手，什么业务都不成问题。

不仅如此，大队还经常利用空余碎片
时间开展交巡警实务、交通法律法规培
训。民警卓晓钟就是这种模式的受益者。
前不久，卓晓钟他们刚集中进行了一次以勘
查现场为主题的培训，按照给出的条件，几
个新民警自己画事故现场图，决定处理办

法，完成后再由事故民警一对一进行点评，
帮助他们尽快成长。“有时碰上一些特殊情
况还是拿不准，这种实务培训就正好弥补了
我们实战经验的不足，现场让我们分析的都
是有疑难的案件，我们自己先画一遍、判断
一次，事故民警一对一点评，哪里用法不
对，哪里判断有偏差，我们可以及时了解、
咨询，每次画一个现场图，对相关知识点的
理解就又加深了一层。”卓晓钟告诉记者。

守护群众平安
与城区里的车水马龙不同，乡村辖区

里的车流量、人行量要少得多。因此，在很
多人看来，交通秩序的管理维护似乎要相
对容易一些。但在黄长富看来，乡村辖区
的道路点多、线长、面广，其管理上呈现出
与城区交通不一样的难点。也是针对辖区
道路的特点，在日常工作中，杨雪峰大队就
把事故预防作为重中之重，将做好道路隐
患排查、加大交通安全宣传力度、加强与辖
区各单位统筹协调作为做好辖区交通秩序
管护的主要手段。

考虑到清明期间返乡祭祖的村民陆续
增多，从3月下旬开始，杨雪峰大队的民警
就陆陆续续以分片包干的形式，将一些交
通安全宣传资料送进辖区各村社居委会、
劝导站，提醒村民注意交通安全。他们还
与派出所民警、镇政府相关科室合作，将一
些交通安全课程、交通安全讲座送进辖区
中小学校、各村社，帮助广大村民进一步提
升交通安全意识。

在日常工作中，为了落实工作责任，大
队还依据辖区道路的不同属性，把每条道路
都分到了每个民警的头上，把此路段的隐患
排查工作、对车辆的交通宣传工作落实到
人，实行责任包干制；依据不同道路的重要
性来制定民警巡逻的频率及重点管控范围；
利用辖区31个交通劝导站，对开车村民或
来游玩的市民开展交通安全宣传；充分发挥
辖区镇政府及各村社力量，配合民警，做好
道路基础设施维护等工作，合力确保辖区的
道路安全，守护辖区群众的出行安全。

“从去年以来，我们大队获得了很多荣
誉，我们将继续做好本职工作，传承杨雪峰
爱岗敬业、服务为民的精神，让杨雪峰大队
这面旗帜永远飘扬。”黄长富说。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彭光瑞
通讯员 王彦雪

本报讯 （重庆晚报-上游新闻记者
李卓然）“原来一直以为计量只是实验室里
才用得上，没想到生活之中到处都是计
量。”这样的惊叹来自于20日鱼洞中学的学
生们。当天是世界计量日，巴南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将计量带进校园，来了一场生动
的主题活动，让学生们认识计量。

或许和这群中学生一样，人们往往会
忽略生活中的计量。巴南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生活中各种与计
量相关的东西无处不在。”

就拿现场的活动来说，学生们体验的
不过是量身高、体重、血压、视力等常见的

身体检查，这其实就和计量涵盖的学科有
关了。这样简单的几个测试，就涉及到计
量中的几何、力学、光学等学科，学生在“体
检”完后，再听相关专业人士一说，才恍然

大悟，原来生活中处处是计量。
“电表、水表、气表，量值准确与否，与

百姓是否公平消费有直接关系；B超机是
否准确，与百姓疾病诊断和身体健康关系
重大；加油机是否存在克扣，每位驾车者
都非常关心；出租车计价器是否准确，也
与乘客有利益关系；秤是否准确，与每个
家庭买菜、买粮都息息相关。”该负责人举
例说明。

世界计量日，专家走进校园

你家电表水表量值准确吗？

传承杨雪峰爱岗敬业服务为民精神

他们让杨雪峰大队旗帜永远飘扬

◀杨雪峰大
队民警指挥
交通
警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