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夏元）11月26
日，重庆高速集团召开发布会称，按
交通运输部安排，重庆与四川将于
近期取消两地高速公路省界收费
站。届时，渝籍卡ETC用户须将卡
更换升级为国标卡方可通行，即日起
高速集团将为这部分用户提供通行
卡免费升级服务。

重庆高速集团介绍，川渝两地现有
10个高速路省界收费站，分别是渝泸
（泸州）、成渝、渝蓉、渝遂（遂宁）、渝武
（武胜）、渝邻（邻水）、垫（垫江）忠（忠县）、
梁（梁平）忠（忠县）、开（开州）开（开江）、
渝广（广安）。取消这些省界收费站并非
取消通行费，而是通过智能化方式设置虚
拟收费站，届时车辆走高速路通过川
渝省界时不必“刹一脚”缴费，可直接
行进至目的地出站口后一次性缴费。

“川渝高速省界收费站取消后，非
ETC车辆进入高速路口时将领取相
关通行介质后通行，部分ETC车辆须
将卡升级后才能通行。”重庆高速集团
负责人表示，目前全市ETC用户约
140万名，其中11万名为渝籍卡ETC
用户。从即日起，这部分用户需持身
份证和车辆行驶证原件并驾驶需升级
车辆，前往北环、四公里等15个ETC
自营网点进行升级，一次性升级车辆
超过 20辆的单位团体可拨打023-
12122预约上门升级服务。

另外在本地ETC用户中，有使用
“重庆华虹电子”型号OBU（车载单元
设备）的还须对设备进行升级，这部分
用户除了在上述15个ETC自营网点
办理外，还可在大路、古路等10个高
速公路服务区进行设备免费升级。

川渝高速路将取消10个省界收费站，改设虚拟收费站

渝籍卡ETC用户快去换卡

仅需几元钱的成本，制出假证卖
出几百元。居民身份证、出生医学证
明、专业英语等级证、驾驶证等各种证
件应有尽有，让人触目惊心……

近日，湖南省娄底市公安局查破
一起依托互联网的假证制售案件，缴
获半成品、成品假证件上百万件，一条
跨安徽、浙江、上海、广东、重庆、湖南
等20余省份的假证件制售产业链随
之浮出水面。

“只要给他一本真的，就
能做出一本假的”

2018年3月，在安徽亳州的一次
国家英语专业八级等级考试上，助考
人员李某使用了3张假的居民身份证
被查获。之后，警方在其住所还发现1
枚假的派出所公章。让警方感到惊讶
的是，这3张假身份证上，居民信息、
防伪图案详细清晰，几乎能达到“以假
乱真”的效果。

警方经过调查发现，这3张假身
份证和公章，是通过微信平台购买，卖

家位于湖南省娄底市。
位于娄底娄星区一个居民房里，堆

积如山的半成品假证让人触目惊心。
一沓沓的假证半成品、模板中，包括
身份证、驾驶证、新旧版的出生医学
证明、各类专业技术职务证明等，甚至
还有各个省份的高校毕业证。

“我们查获到的各种假证件半
成品应有尽有，很多证件连新老版
本、各地细节差异都有详细区分。由
于样式、版本众多，为了找寻方便，刘
某甚至把各类证件按省份分别存放。”
娄底市公安局娄星分局办案民警肖
伟辉说。

“只要买证者能提供一份证件的
真实原本，他们就能‘依葫芦画瓢’做
出一本假证。这些假证仿制得非常逼
真，一般人仅凭肉眼根本无法辨别。”
肖伟辉说。

层级分明、作案隐蔽的
“暴利”行业

通过近5个月的侦查，警方逐步

查明了这个由“原材料批发商”“原材
料零售商”“制售假证、假章人员”三个
层级组成的伪造变造买卖假证件、假
公章的犯罪网络。

办案民警介绍，该团伙在浙江省
温州市批发假证件的原材料，再发往
娄底市的中间商。制假人员在中间商
处零星购买原材料后，通过微信等方
式同买证人联系业务和支付制作费
用，制作完毕的假证件通过快递寄送
至各地买家处。

“买证人和犯罪嫌疑人之间不直
接见面，都是通过网上虚拟交流聊天
软件传递信息。嫌疑人有的自己制作
假证，也有的委托别人制作，以降低自
己的犯罪风险。”肖伟辉说。

为了扩大销路，这些制售假证、
假章人员还在各省市的建筑物墙体
用记号笔写下“办证”字样的牛皮癣
广告，甚至通过网络黑客攻击政府、
企业网站，在其子网页下插入“办证”
的广告。

在假证制作出来后，犯罪团伙再

用一台“刻刀机”，就能“炮制”一枚假
章。“这样的假证成本低廉，卖价达数
百元不等。”肖伟辉说。高额的利润让
制假团伙冲昏了头，一本本假证流向
了全国20余个省份。

如何斩断假证流通“生命线”

记者了解到，做一本“假职称”证
件成本低廉，即使包含全套相关材料
的印制成本也只要100元左右。因此
对于一些培训机构而言，只要做成“一
单生意”就能赚几千元甚至上万元，利
润远远高于正规的培训。因此一些如
建筑类的培训机构也和制假商家“勾
联”，成为售卖假证的“下家”。

成本仅几元钱的假证，何以瞒天
过海、招摇过市？肖伟辉介绍，类似毕
业证书、身份证等证件，有网上查询或
内置磁条，即使假证再“逼真”也能通
过一定的手段识别出来，但不少证件
目前还缺乏有效的鉴别手段。

“使用假证即便被查出来，违法成
本也很低，这是造假‘供需两旺’的根
本原因。”肖伟辉说，按照相关法律，买
卖、使用假证的行为，也是违法行为，
属于刑事犯罪。“亟待加大使用假证的
处置力度，堵住证件审核的‘空子’，严
防假证件破坏社会公平，挑战诚信底
线。”肖伟辉说。

（据新华社长沙11月26日电）

假证“傍”上微信，“毒瘤”务必剿尽
——起底制售假证章黑色产业链

新华社记者 谢樱

➡台铁“10·21”事故官方调查小组26日召开记者会，公布普悠玛列车新
马站出轨事故初步调查结果。调查小组认为，事故涉及人员操作、作业程序、
机械设备及组织管理等层面的问题，多重因素与异常凑巧同时穿过每一道防
护措施的漏洞，导致事故发生。 （据新华社）

台官方公布台铁出轨事故初步调查结果

快读

本报讯 （记者 赵迎昭）11
月 24日，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故
宫学院院长宋纪蓉在重庆中国三峡
博物馆举办了题为《故宫文物医院》
的讲座，讲述故宫文物医院的建成
史以及故宫文保修复技艺的传承与
创新。

据了解，故宫学院是故宫博物院
以博物馆办学模式成立的业务培训
和教育机构。故宫学院（重庆）于今
年1月19日揭牌，是故宫学院的第
七座分院，本次讲座是故宫学院（重
庆）举办的第五场讲座。

据介绍，宋纪蓉在故宫博物院主
要从事文物保护科技工作，开创性地
提出了“文物医院”的理念。在她的
带领下，故宫博物院“古书画装裱修
复技艺”“青铜器修复及复制技艺”

“古代钟表修复技艺”等5项文物保
护修复传统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

“看这幅唐朝韩滉绘制的《五牛
图》，修复前千疮百孔，经过故宫的工匠
修复后变得非常精美。”宋纪蓉介绍，故
宫博物院作为中国最大的博物馆，收藏
了186万余件（套）文物。文物都是有
寿命的，到一定年龄，都会患上或大或

小的病症，为了让文物延年益寿，必
须配备高素质的“医疗”保障队伍。

实际上，故宫博物院于1925年
成立后，就设置了古物馆并制定了相
关文物修复规定，组织人员从事文物
修复工作。2016年，文保科技部新
址竣工，成立“故宫文物医院”。截至
今年8月，文保科技部拥有工作人员
161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性传承人11人。

据了解，故宫博物院目前有10
余位专家专门从事古书画临摹复制
工作。复制书画有何目的？宋纪蓉
表示，故宫博物院藏有历代绘画作品
近5万件（套），近千件系国家一级文
物。宣纸和绢帛是最重要的两种书
画承载材料，但无论是纸纤维还是蛋
白纤维最终都会降解，为了让后人欣
赏到珍贵的古书画，就需要组织专家
对珍贵书画进行复制。例如，故宫博
物院古画临摹专家冯忠莲（已故）历
时10年临摹的《清明上河图》，已经
被故宫博物院收藏。

宋纪蓉表示，故宫博物院目前仍
在加大力度保护故宫博物院特有的
传统修复工艺，同时也在不断地将科
技新成果引入传统工艺之中。

故宫学院院长来渝讲述“故宫文物医院”
5项文保修复技艺被列为国家级非遗

据新华社石家庄 11 月 26 日电
（记者 杨知润）“魏大光先烈英勇杀
敌、壮烈牺牲，他是我们的骄傲，也是
我们学习的榜样。”魏大光烈士祖籍
所在地河北省霸州市大韩家堡村党
支部委员张广杰表示，没有英烈，就
没有我们今天的好日子，要把他们的
革命精神不断传承下去。

魏大光，1911年出生于河北省霸
县（今霸州市）一个农民家庭。1935
年到天津当搬运工，积极参加抗日救
亡活动。1936年冬因破坏日商在天
津开设工厂的配电装置而被捕入狱。
在狱中他结识了不少革命难友，懂得
了许多革命道理。他常对别人说：我
是在监狱里上的革命大学。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魏大
光回乡组织起1000多人的抗日武
装，曾指挥所部取得永清吴家场反日
军包围战斗的胜利。1938年3月率
部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整编，任
华北人民抗日联军第27支队司令
员。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他对部队进
行整顿，制定了各种规章制度，加强
了思想政治工作，并紧紧依靠人民群
众的支持，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迅
速发展到6000余人。他指挥部队在
武清、霸县一带进行英勇机智的抗日
游击斗争，取得霸州王庄子村中亭堤
伏击战、胜芳保卫战等战斗的胜利。
1938年11月，日军对津西地区进行

第二次“扫荡”，第27支队奉命向大
清河南转移开赴冀中。部队中一些
人不愿离开家乡，产生离队思想。魏
大光深入基层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
作，反复阐明只有在党的直接领导
下，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同月底，
部队到达任丘青塔镇一带，改编为八
路军第3纵队兼冀中军区独立5支
队，魏大光任司令员。1939年4月
又改编为八路军第120师独立2旅，
他任旅长。从此，这支部队进入野战
军行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武装的一
支主力军。随后，他率部参加了著名
的齐会战斗。

5月，贺龙派魏大光回霸县、永
清等地扩编抗日队伍。他不辞辛劳，
与各地武装首领进行广泛接触，宣传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至8月间，
将霸县、安次、永清等十几支抗日武
装千余人收拢起来，在永清刘靳各庄
一带集中。26日在霸县大宁口村北
与日军遭遇，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
28岁。

魏大光：为国家尽了大忠，为民族尽了大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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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服务区名称

大路服务区

古路服务区

围龙服务区

江津服务区

团山堡服务区

青杠服务区

复盛服务区

綦江服务区

双河口服务区

界石服务区

所在位置

成渝环线高速出城方向（璧山区）

包茂高速出城方向（渝北区）

渝蓉高速出城方向（铜梁区）

成渝环线高速出城方向（江津区）

渝武高速出城方向（北碚区）

成渝高速出城方向（璧山区）

沪渝高速出城方向（江北区）

兰海高速出城方向（綦江区）

沪渝南线高速出城方向（巴南区）

包茂高速出城方向（巴南区）

工作时间

9:30-16:00，
周末无休

9:30-16:00，
周末无休

9:00-15:30，
周末无休

8:00-15:00，
周末无休

9:30-16:00，
周末无休

9:30-16:00，
周末无休

9:30-16:00，
周末无休

9:30-16:00，
周末无休

9:30-16:00，
周末无休

9:30-16:00，
周末无休

本报讯 向着“世界上最多情
的石头”叩拜许愿，在山之巅海之
角，许下海誓山盟，这样美丽的爱情
发生在巫山。11月24日、25日，第
三届“红叶传情·山盟海誓”爱情见
证会在巫山举行，新人跨火盆、拜天
地、祈福神女、互换信物，活动吸引
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该活动由巫山县委、巫山县政
府、巫山县旅发委主办，重庆日报报
业集团户外传媒有限公司承办。

11月24日晚，伴着耳熟能详的
巫山民俗山歌，活动正式拉开了帷
幕。月下定情、挂红、剪影、入花堂、
跨火盆……爱情见证会上，巫山本
地新人为大家现场演绎了一场真挚

浪漫的巫山传统民俗婚礼。
“巫山传统婚礼真的好美！”正

在观看见证会的小张说，她是巫山
本地人，最近正在和相恋6年的男朋
友准备婚礼。在看完这次现场的巫
山民俗婚礼演绎后，她表示：“明年
我们的婚礼也准备这么办，既有特
色还是文化传承。”

神女为媒，红叶传情，这些年
来，巫山一直致力于打造恋城文化，
不仅打出了“中国恋城”的城市宣传
语，还组织了“山盟海誓”等活动。

“红叶传情·山盟海誓”爱情见证会
已成功举办三届，每年都有新的元
素加入，受到青年男女、市民朋友的
欢迎。 （本报记者）

跨火盆、拜天地，众人观看民俗婚礼

恋城巫山上演“红叶传情·山盟海誓”

需升级卡样式

15个ETC自营网点将按车牌尾数
分批次办理升级服务

11月26日—12月2日 办理车牌尾数1、6

12月3日—9日 办理车牌尾数2、7

12月10日—16日 办理车牌尾数3、8

12月17日—23日 办理车牌尾数4、9

12月24日—31日 办理车牌尾数5、0

后期高速集团还将成立多支流动服务
队，在商圈、客运站等地为ETC用户现场办
理升级服务，整个免费升级服务将持续到
明年6月30日前。

11月25日，万盛经开区丛林镇绿
水村，山间层林尽染，色彩斑斓，美
不胜收。近年来，万盛加快采煤沉
陷区生态环境修复，将绿色还给矿
山。完成采沉区矿山植被恢复 2.1
万亩，植树造林1.5万亩，建成1193亩
城市防护绿地，新增绿化带面积 2 万
余平方米。

特约摄影 曹永龙

不需升级卡样式

服务区升级点（仅提供OBU升级）

网点名称

北环营业厅

四公里营业厅

二郎营业厅

G66渝北营业厅

团山堡营业厅

G65巴南营业厅

江津营业厅

涪陵营业厅

长寿湖营业厅

万州营业厅

奉节营业厅

永川营业厅

钢梁营业厅

黔江西营业厅

开州营业厅

电话

88734369

86376190

86290871

67589738

42702230

66428107

68693381

72100002

40318079

58499280

56789105

49660696

45261588

79852888

52218010

营业时间

9:00-17:30

9:00-16:30

9:00-17:30

9:00-16:00

9:00-16:00

9:00-16:00

9:00-16:00

9:00-16:00

9:00-16:00

9:00-16:20

9:00-16:00

9:00-17:30

9:00-16:00

9:00-12:00
13:30-17:00

9:00-16:00

地址

渝北区北环立交出口（进城方向）100
米处，城投天邻风景小区东大门旁

南岸区四公里内环入口（原江南收
费站）

高新区二郎立交，成渝高速公路公
司大楼一楼（原二郎收费站）

渝邻高速公路G65渝北收费站

渝武高速公路团山堡服务区（出城
方向）

渝湘高速公路G65巴南收费站

小湾收费站

涪陵收费站

长寿湖收费站

万州区天城收费站

奉节收费站

永川区旧车管所内

铜梁收费站

黔江区黔江西收费站

开州收费站

重庆高速ETC自营网点
（提供OBU升级及渝籍卡ETC升级）

机构名称：富德生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渝中中心支公司

机构负责人：孙云龙 机构编码：00006150010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2号（合景大厦A幢8楼）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渝中区临江支路2号（合景大厦A幢8楼、11楼）

成立时期：2012年8月24日

邮政编码：400010 联系电话：13808343477
业务范围：在重庆市行政辖区内开办以下业务：意外伤害保险、健康保险、人寿保险、年金保险以及经中

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它人身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8年11月15日 发证机关：中国保监会重庆监管局

保险业务机构地址变更公告

万盛

绿色矿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