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碚嘉陵江大桥

●8月28日23时至27日6∶30，北
碚嘉陵江大桥右幅（合川至重庆方向）
断道作业，左幅重庆至合川方向实行单
道双通。

●8月29日23时至27日6∶30，北
碚嘉陵江大桥左幅（重庆至合川方向）
断道作业，右幅合川至重庆方向实行单
道双通。

●从沙溪前往重庆城区的车辆，可
从沙溪互通上三环高速，经G93渝遂
高速、G5013 渝蓉高速，到达重庆城
区。

●从北碚前往合川车辆，请在巨梁

沱收费站下道，经嘉合大道、创业大道、
北新大道、钓鱼城大道到达合川。

●经三环高速前往盐井的车辆，请
从沙溪互通下道，经入城大道、钓鱼城大
道、草街街道，到达盐井。

沙溪嘉陵江大桥

8月27日23时至27日6∶30，沙溪嘉陵江大桥双幅断道作业，过往车
辆请绕道行驶，具体替代路线如下——

马鞍石嘉陵江大桥

●从北碚前往重庆城区的车辆，可
从蔡家互通下道，上中环快速干道，经
金山大道、金渝大道，礼嘉互通，上G75
到达重庆城区。

●蔡家至重庆城区匝道封闭，车辆
可走G75兰海高速北碚方向，走绕城高
速，在施家梁下道，经G212国道到达重

庆城区；三溪口至重庆匝道封闭，车辆可
走G212国道到达重庆城区；翡翠至重庆
匝道封闭，走G212国道到达重庆城区。

●从重庆城区前往北碚的车辆：可
从礼嘉互通下道，经金渝大道、金山大
道，走中环快速干道，在蔡家互通上
G75兰海高速到达北碚。

8月26日23时至27日6∶30，马鞍石嘉陵江大桥双幅断道作业，过往
车辆请绕道行驶，具体替代路线如下——

机构名称：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南岸支公司弹子石营业部
机构负责人：黄舸
机构编码：00002500108800
原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岸区海棠溪烟雨路1号体育馆-1层
现机构住所：重庆市南岸区通江大道218号17幢负1层123号
成立时期：1997年01月07日
邮政编码：400000 联系电话：023-62908104
业务范围：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法定责任保险、信用保险和保证保险、农业保险、其他

财产保险业务、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
发证日期：2019年08月22日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重庆监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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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波）8 月 21
日，全国首个省级未成年被害人“一站
式”询问救助中心在市中医院挂牌，今
后我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在办理性侵
害未成年人案件时均可使用该中心，从
而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被害人隐私等
合法权利。

据介绍，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
问、救助工作机制是指公安机关、检察
机关在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时，充
分考虑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根据案件

情况，在专门办案场所对未成年被害人
开展权利告知、询问取证、心理疏导、检
查治疗和其他救助于一体的工作机制。

“一站式”询问救助中心共分多功
能厅、询问调查区、谈心谈话区、心理疏
导区、检查取证区等多个功能区域，所
集成的多项“一站式”救助功能有助于
加强“检警医”紧密协作，依法、及时、全
面收集固定相关证据，切实提高性侵害
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办理质量。同时，
该中心也能为未成年被害人提供及时、

全面、个性化救助，防止因办案造成“二
次伤害”。

今年3月，为认真落实最高检“一
号检察建议”，切实加大对性侵害未成
年人犯罪的打击力度，市检察院联合市
公安局出台《关于建立未成年被害人

“一站式”询问、救助工作机制的会议纪
要》，重庆三级检察院与公安机关全面
探索建立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
救助工作机制。

目前，我市已在江北区、渝北区、沙

坪坝区、九龙坡区、开州区建成5个“一
站式”询问救助中心。此次揭牌的重庆
市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中
心为省级示范点，也是全国首个省级未
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中心，总
面积约150平方米。

“我们将进一步加强与公安机关联
系，确保在已经建好‘一站式’中心的区
域，每一件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都能进
入中心办理。”市检察院副检察长杨洪
梅表示。

据了解，该中心除供江北区使用
外，其他区县检察院和公安分局根据办
案需要，也可分别向市检察院、市公安
局申请，经审批同意后使用。

同时，各区县检察院和公安分局也
将参照示范点建设标准，在本辖区办案
场所或医疗条件较好的综合性医院设
置未成年被害人“一站式”询问救助中
心。

全国首个省级未成年被害人
“一站式”询问救助中心在渝挂牌

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被害人隐私等合法权利

“既然穿着这身警服，就要对得起
它。”这是李权工作26年来的坚守。

8月21日上午，重庆日报记者来
到市车辆管理所时，李权正在棚子里面
查验车辆。他探着身子，将手伸进车辆
引擎处不时擦拭，仔细核对车架号，额
头上的汗水一滴滴滚落，衣服早已湿
透。

作为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车辆管
理所车辆管理科科长，查验车辆本不是
李权的日常工作，但为了第一时间掌握
一线业务、收集群众建议，身处管理岗
位的他从未离开过基层一线，为民为企
干了不少实事。

为企业服务——车不动，人动

“最后一辆车刚刚完成登记，感谢
车管所同志的大力支持！”今年6月24
日23点，仍在办公室协调各方工作的
李权，在收到长安汽车公司相关负责人
的信息后，终于松了一口气，“踏实了，
今天可以睡个安稳觉。”此前，他已为此
事忙碌了20多天。

事情要从6月初说起。长安汽车
公司给车管所来函求助，该公司拟在6
月25日国家纯电动汽车补贴政策变动
前，完成5000辆新能源网约车及100
辆新能源出租车的注册登记工作。

“照正常工作流程，20 天内这
5100辆车的查验工作肯定完不成，我
们首先想到的是利用休息时间开展上
门服务，分流查验。”李权当即决断：依
据相关规定，抽调人员上门服务，实施

“车不动，人动”的策略。
“上门服务是给我们自加压力，但

为企业节省了不少开销。”李权说，

5100辆车如果分别到车管所查验，需
要的驾驶员与场地都是一个不小的数
字，而利用中午和周末的休息时间让车
管所工作人员上门服务，不仅提高效
率，也为企业提供了便利。

这20天里，李权马不停蹄地忙着：
与各部门协调，安排主城两个车管所分
所与 4个区县车管所的工作人员对
5100辆汽车开展查验工作；督导进度，
确保每个流程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
完成。

圆满完成长安公司“5100辆汽车
注册登记任务”只是李权“特事特办”帮
助企业解决燃眉之急的一例。

近年来，李权牵头推动出台了“车
驾管社会服务站管理办法”，大幅降低
社会服务站建设门槛，整合4S店、二手
交易市场等企业资源，以警保合作、警
银合作、警医合作等为载体，创新推出
车辆智能查验、“三预”服务等便民举
措。

2017年11月，市公安局交巡警总
队制发《关于深化简政放权下放第一批
权力清单的通知》等系列文件后，在市
公安局的统一指挥下，李权又牵头推进
车驾管业务社会化，引导社会力量建
设集办理机动车注册登记、转移登记、
抵押登记、注销登记等业务于一身的

服务站。
目前，全市新增服务站点200余

个，共建社会服务站点291个，为企业
节约建设成本近60％。

为民服务——少跑路，不跑路

市民买车后给车辆上户上牌，过去
往往要3到5天才能完成。而现在，市
民办理牌照所需时间缩短至两小时。
这其中，李权功不可没。

如何留意到领取号牌耗时长的问
题？李权说：“我没事就喜欢去办事大
厅溜达，听听群众对车驾管业务的意
见。一次，有车主抱怨领取号牌用了很
长时间，耽误了不少工作，我暗暗记在
心里。经过一段时间的实地观察，发现
这个问题确实比较突出。”

李权说，领号牌流程周期长主要
是因为当时全市只有一个号牌制作中
心，难以辐射到整个城市。较大的工
作量加上较长的运输配送时间，使得
车主往往要在三五天后才能将号牌拿
到手。

那么，能否将号牌制作点“前移”到
服务站呢？经过查阅相关规定，李权想
到了“一个号牌制作中心，多个号牌制
作点”的办法。此后，他就一头扎进了

号牌制作中心与服务站，天天往返两地
之间。

功夫不负有心人，号牌制作点与社
会服务站之间的合作在李权的推动下
完成。现在全市共建立了一个号牌制
作中心、10个号牌制作点，每天可以制
作2500至4500个号牌，足够覆盖全市
大部分区域。

记者采访了正在车管所为新车上
牌的齐先生，他说：“没想到，现在2小
时就能拿到牌照，节约了很多时间，确
实便民。”

和领取号牌一样，在以前，动辄几
个小时的汽车查验也常常困扰车主。
李权在翻阅大量资料后发现了“机动车
检验后置”这一政策。

政策规定：对申请核发机动车检
验合格标志的摩托车和非营运小型、
微型载客汽车，在机动车安全技术检
验监督系统无检验异常预警和报警提
示时，可先行核发机动车检验合格标
志。

而推行这一政策的困难之处在于，
整个过程难免存在把关不严的情况。
为此，李权组织培训了600余人，增强
检测站业务水平，然后又设定了“检验
后置质量复核岗”，对核发机动车检验
合格标志负责。此举让“机动车检验后
置”政策落在实处。

“机动车检验后置”正式实施后，整
个车辆检验流程大大缩短，车辆上线检
验，只需要15分钟左右即可完成。

穿着警服，便要对得起它

“既然穿着这身警服，就要对得起
它。”这是李权常常挂在嘴边的话。

李权说要懂得“换位思考”，把自己
当作服务对象，设身处地为群众着想，
群众需要的、群众不满意的都是工作的
重点。

“穿上警服，是一种荣耀，更是一
种责任。”26年来，李权一直不忘初
心，牢记自己作为一名人民警察的使
命，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履行着自己的
责任。

市公安局交巡警总队车辆管理所车管科科长李权

从警26年 为民为企不改初心
首席记者 周尤 实习生 袁凯

本报讯 （记者 陈波）8 月 23
日，重庆市“民政惠民济困保”2019年
困难人群升学补助金发放仪式上，45
名困难学生代表获得12.8万元升学补
助金。近两年来，全市共有6652名困
难学生享受到了该项补助金。

据了解，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社会救助暂行办法》，健全完善政
府救助为主导、社会力量参与为补充的
多层次社会救助体系，提升困难群众抵
御风险能力，市民政局、市财政局和市
银保监局于2017年11月在全市实施

了“民政惠民济困保”项目。
2017-2018保险年度，“民政惠民

济困保”参保总人数为122.84万人，全
市发生理赔案件8.99万起，已赔付金
额 12872.5 万元；2018-2019 保险年
度，参保总人数为108.94万人，截至目

前全市发生理赔案件3.85万起，已赔
付金额5602.2万元。

其中，困难人群升学补助金是“民
政惠民济困保”项目的五大险种之一，
2017-2018年度，全年共赔付1241.1
万元，共计4770名困难学生享受到了
补助；2018-2019 年度，截至 8月 20
日，已赔付498.4万元，1882名困难学
生享受到了补助，这意味着“民政惠民
济困保”运行近两年来，全市共有6652
名困难学生享受到了该项补助金。

“民政惠民济困保”运行近两年

6652名困难学生得到升学补助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8月26
日——30日，因为G75渝合高速马鞍
石嘉陵江大桥、沙溪嘉陵江大桥、北碚
嘉陵江大桥实施变形监测，市交通行政
执法总队高速公路第一支队四大队将

对部分路段实施管制，驾车经过该路段
的朋友们可选择绕行线路。

以上工期如遇雨则顺延。监测期
间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交通标志有序
通行，服从现场交通管理人员指挥。

8月26日-8月30日

G75兰海高速渝合段交通管制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重庆市
第六届运动会（以下简称市六运会）将
于 2020年 9月在永川举行。8月 21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体育局获
悉，市六运会筹备委员会现面向社会公
开征集口号、会徽、吉祥物。

据了解，此次面向社会征集的市六
运会会徽需包含“重庆”“永川”“六运会”
等核心要素，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体
育特点和区域特色；吉祥物的形象和名
称应当体现城市所特有的元素，兼具市
运会体育精神，有“可爱、阳光、运动”的
特征；口号征集要简洁、响亮，富有感情
色彩，能打动人心，易于传播，体现重庆
市民热衷全民健身、广泛参与的信息，表

达重庆人民昂扬奋进、城市与时俱进的
时代风貌。口号原则上一个作者提交作
品不得超过3条（每条不超过12字）。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本次征集对
象不限国籍，全球各地的专业设计机
构、独立设计师、工作室、各大院校设计
专业师生、设计爱好者等均可以个人、
组织或者团体名义参与其中。从即日
起到9月1日，参与者可通过邮件方式
把 设 计 作 品 和 设 计 理 念 发 送 到
cqsyh6th@163.com。

作品征集结束后，市六运会筹备委
员会将邀请专家组成评委会，对应征作
品进行初评、复评、终评，并对入选作品
给予现金奖励。

市六运会面向全球征集口号会徽吉祥物

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供水水质情况简报
2019年7月，重庆市城市管理局对我市2家供水企业的3个水厂进行了水质监测，抽检结果公布如下：

抽查单位

重庆市自
来水有限
公司江南
水厂黄桷
渡车间
重庆市自
来水有限
公司江南
水厂白洋
滩车间
重庆市武
隆区自来
水有限责
任公司广
东坡水厂
（二氧化

氯）

《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

准》
GB5749-
2006（限
值）

备注

发布单位：重庆市城市管理局供节水中心 咨询电话：63061623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出厂水

管网水

余氯/二
氧化氯
mg/L

0.53

0.74

1.46

0.13

0.16

0.14

余氯≥
0.30

二氧化
氯≥0.1

余氯≥
0.05

二氧化
氯≥0.02

1、本月抽检单位各项检测指标均达标。
2、重庆市自来水有限公司江南水厂黄桷渡车间、白洋滩车间，重庆市武隆区自来水
有限责任公司广东坡水厂均按出厂水106项、管网水42项指标进行检测。

浊度
NTU

0.20

0.16

0.22

0.22

0.34

0.25

1NTU
(水源
与净水
技术条
件限制
时为3)

耗氧量
mg/L

0.92

0.91

0.91

1.17

0.40

0.44

3 mg/L
（水源
限制，
原水耗
氧量＞
6mg/L
时为5）

色度
(度)

＜5

＜5

＜5

＜5

＜5

＜5

15度

臭和味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异臭
异味

菌落总
数

CFU/ml

11

15

8

8

7

12

≤100
CFU/ml

总大肠
菌群
CFU/
100ml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100ml
不得检

出

耐热大
肠菌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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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检出

--

未检出

--

未检出

--

100ml
不得检
出

肉眼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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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

无

--

无

--

无

七
月
十
二
日
，市
车
管
所
，李
权
（
左
）
正
在
和
同
事

查
验
车
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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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齐
岚
森

摄

近日，新溉路二期工程主体显现
雏形，有望年底建成。该工程西起轨
道 3 号线唐家院子站，向东止于海尔
路，依次“串”起兴盛大道、天宫大道、
渝鲁大道、海尔路，通车后将打通沿线
堵点，有效缓解龙头寺区域路网交通
压力。

记者 罗斌 摄

新溉路二期工程
有望年底建成

本报讯 （记者 黄琪奥）8月20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图书馆获悉，
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文化和旅游
发展委员会主办的以“我和我的祖国”
为主题的第二届“阅读之星”重庆市民
诵读大赛已于当日启动。

据悉，此次市民诵读大赛以“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为主题，
面向全社会征集，只要热爱阅读的市
民，均可报名参加。

记者了解到，此次参赛作品的内容
需围绕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这一主题，包括歌颂祖国繁荣、歌颂
新时代、歌颂改革开放的经典篇目；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文学
作品，古今中外优秀经典诗词、散文、文
学作品章节；颂扬巴渝文化的诗词歌赋
等，并鼓励市民进行原创。

据悉，8月20日—9月20日为市民
诵读大赛初赛阶段，参赛者可通过登录
重庆图书馆官方微信“阅读之星”专题页
面进行上传，也可就近选择所在区县公
共图书馆内的朗读亭，将现场诵读音频
通过朗读亭“阅读之星”专题页面上传，
诵读时长不超过3分钟。复赛、决赛则
将于10—11月期间举行，具体地点将根
据赛事结果另行通知。

第二届“阅读之星”重庆市民诵读大赛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