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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蓝光公园学府建设项目业主：

非常荣幸地通知您，您所购买的“公园学府建

设项目”1-22 栋物业已达到合同约定交付使用条

件，我司根据《商品房买卖合同》及其附件相关约

定，将于 2019年 11月 29日至 12月 5日办理物业移

交手续。

开发商：资阳市川绵教育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9年11月27日

交房公告

油罐车爆胎冲出高速路护栏
资阳消防成功处置燃油泄露

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不好了，油罐车在高速路上发生燃油
泄露，请求消防救援！”11月 26日 12时 58分，市消防救援支队 119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成渝高速资阳往遂资眉高速匝道处，一辆
满载 42.5吨 0号柴油的油罐车冲出防护栏，罐体受到撞击导致柴
油泄漏，无人员被困。接警后，资阳消防立即派出 12辆消防车 51
名指战员赶赴现场处置。

7分钟后，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中队、支队全勤指挥部相继到
达现场。经查，该油罐车行驶过程中因爆胎冲出防护栏，罐体底
部阀门受到撞击导致柴油泄漏。指挥部立即安排一支泡沫管枪
对罐体泄漏处进行覆盖，特勤中队攻坚组配合相关技术人员进行
堵漏。倒罐车随后到达现场进行倒罐，特勤中队指战员组织力量
进行现场保护。16时 17分，42.5吨柴油完成倒罐。

目前，事故现场已清理完毕，并移交高速交警处置。

本报讯（王新宇 记者 胡佳音）11月 26日 17时 10分许，乐至
县消防大队帅乡中队接到支队指挥中心调度：遂资眉高速遂宁往
资阳方向乐至县境内宝石乡地段发生一起车祸，两人被困。帅乡
中队立即出动 1车 5人赶赴现场救援。

17 时 30 分许，中队到达事故现场。一辆川 A 牌照的面包车
撞在路边防护栏上，车头严重变形，驾驶室两人双腿卡在变形的
驾驶室内无法动弹。消防员立即组织对车门进行破拆顶撑，扩大
救援空间。经过十余分钟的紧张救援，两名被困人员被成功救
出。经现场 120 初步检查，两人均为轻伤，目前已送往医院进行
进一步诊断。事故的具体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当中。

面包车撞上高速路护栏
所幸两人均为轻伤

我站先后于 2018年 4月 28日、2018年 11月 8日、2019年 3月
11 日，救助了 3名由公安机关送来的救助对象，3名救助对象不
能准确提供个人信息，经我站多方查询均无法核实其身份，也无
其亲友与我站联系。

根据民政部、公安部关于安置滞留救助对象的有关政策，我
站将按规定启动安置程序。请救助对象亲友见信息后速与我站
联系，在公告期 30日内如仍无人前来寻亲，我站将按规定将滞留
救助对象安置到相关社会福利机构。

资阳市救助管理站 24小时救助热线：028－26242226
地址：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康乐中路民政福利园
寻亲待安置救助对象照片：

资阳市救助管理站
滞留救助对象寻亲待安置

公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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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市民朋友：
社会车辆及人员聚集高铁站、汽车

站、学校、医院、居民小区等地周边喊客、
拉客，从事“黑车”“野的”非法营运活动，
直接影响城市整体形象，存在较大安全治
安隐患，直接危害广大市民安全出行。为
进一步深化交通运输系统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资阳市交通运输局联合公安、城管、
交警等部门力量，开展交通运输乱象综合
集中整治行动，重点整治社会车辆喊客、
拉客等非法运营行为，加大打击力度，保
持高压态势，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平安出
行。在此，我们呼吁广大市民朋友：元旦
春节即将来临，外出和返乡途中请您自觉
选择乘坐合法营运车辆，主动拒乘“黑车”

“野的”，积极支持并配合运政部门执法，
一旦发现“黑车”“野的”及时举报投诉（电
话：12328或12345），共同维护出行秩序和
安全。

一、什么是“黑车”“野的”
“黑车”是指未经道路运输管理部门

审批，没有在道路客运管理部门办理任何
相关手续，没有领取营运牌证而从事有偿
服务实施非法经营的车辆。

二、可能存在的六大危害
（一）监管 隐 患 。 驾 驶 人 员 未 经 培

训 ，未 参 加 安 全 教 育 ，从 业 素 质 不 高 ，
不 具 备 营 运 客 车 驾 驶 员 的 基 本 要 求 ，
从 业 标 准 得 不 到 保 障 ，容 易 发 生 人 为
肇事事故。

（二）车辆隐患。从业车辆没有配置
运输设备设施，同时缺乏定期性地权威检
查检测，大多数车辆长期超里程运行没有
进行日常保养维护，容易发生机械事故。

（三）安全隐患。车辆不进站，不进行
专业危险品检查，容易发生携带危险品上
车，一定条件下引发意外人身伤害事故和
火灾事故。

（四）治安隐患。乘坐“黑车”的人员
复杂，极易发生偷盗、抢劫、打架、调换假
钞、酒后闹事等刑事治安事件，乘客人身
安全得不到保证。

（五）驾驶隐患。为争客、抢客、躲避
运管部门检查，驾驶员经常违规超速行
驶、超员载客、分散驾驶精力、疲劳开车，
极易引发安全行车事故。

（六）赔付隐患。车辆保险手续不齐，
发生重特大事故后，没有能力赔付，车主
经常弃车逃跑或宁愿坐牢，乘客的生命财
产得不到保证。

三、典型案例警示
（一）2016年 8月 26日，云南的褚某夫

妇在昆明乘坐“黑车”前往滇西方向，“黑
车”司机杨某中途加价，协商未果后，褚某
夫妇要求下车，司机拒不停车，褚某夫妇
跳车致一死一伤。事发后，杨某未做停
留，驾车驶离现场。第二日，杨某投案自
首，被移交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二）2016 年 10 月 25 日，甘肃省临夏
市一女性凌晨乘坐一辆“黑车”准备回家
时，被“黑车”司机马某强奸，随后，马某又
叫来同伙将受害人转至不同的“黑车”上
实施强奸、轮奸。公安民警经过80多个小
时的连续奋战，成功将涉嫌轮奸的“黑车”
司机马某等6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

（三）2018 年 12 月 10 日，河北邢台内
丘县境内石邢大道与省道328线交叉口附
近，一辆长期搭载柳林中学上学学生的面
包车与一辆轻型普通货车发生猛烈碰
撞。事发时，面包车载有 12 名中学生，事
故造成 2 人死亡、2 人重伤、7 人不同程度
受伤。

（四）2019年 3月 11日，一名外籍乘客
乘坐航班抵达上海浦东机场，欲前往酒
店。在浦东机场 T1航站楼遇到“黄牛”杨
某，杨某表示能够为其提供车辆，并将其
交于“黑车”司机陈某，原本正常打车只需
要 180 元的路程，被杨某通过手持式 POS

机收取车费1900元。事后，公安部门以涉
嫌诈骗罪对杨某实施刑事拘留；交通部门
对陈某涉嫌从事非法客运进行立案查处。

（五）2019 年 5 月 9 日，湖北省郧西县
的任先生在六堰人民商场附近乘坐“黑
车”前往该市某宾馆，“黑车”司机中途加
价，双方协商未果发生争执，“黑车”司机
强行将任先生从车上拉下来拳打脚踢，强
迫任先生通过扫码支付 20 元后，扬长而
去。

（六）2019年 4月 28日，江西省德兴市
的胡某、孙某等6人以每人180元的价格乘
坐“黑车”前往浙江省温州务工，在德兴市
国道 351线 514KM+200M时，因“黑车”司
机操作不当，车辆直接冲出道路左侧水
沟，造成胡某左手骨折、孙某面部和腰部
不同程度受伤，“黑车”司机垫付少量检查
费后，逃之夭夭。

（七）2019 年 2 月 2 日，重庆一女子回
家心切，为图方便选择了乘坐“黑车”，“黑
车”司机因害怕下高速被执法人员查处，
将该女子扔在沪渝南线高速公路上，所幸
被巡逻的执法人员及时发现，将其带离高
速公路。

资阳市交通运输局
2019年11月27日

关于自觉拒绝乘坐“黑车”“野的”倡议书

本报讯（记者 胡佳音）不用跑法院，在
手机上就可以参加案件审理，你听说过
吗？日前，安岳县人民法院巧用“四川微
法院”平台，成功执结两起跨省案件。在
双方当事人不用亲自跑法院的情况下，利
用信息化技术手段切实保障了胜诉当事
人的合法权益。

记者了解到，现居贵州省安顺市的被
执行人邓某在安岳法院有新旧两件未履行
完毕的执行案件，在2017年的旧案中，邓某

与申请执行人杨某达成执行和解协议，承诺
分期履行案款120余万元，但到期后一直未
履行还款义务。而在今年的新案中，承诺回
安岳与申请执行人颜某、严某某协商还款事
宜的邓某突然失去联系，下落不明。

为妥善处理这两起案件，执行法官决
定前往贵州安顺处置保全过程中查封的
邓某房产，得知消息的邓某主动联系执行
法官，表示愿意与两案的申请人协商还款
事宜。执行法官通过电话多次与邓某及

身处成都的申请人沟通，然而，双方不能
就还款金额和还款计划达成一致意见，执
行陷入困境。为使双方能够顺畅沟通，执
行法官使用“四川微法院”的多方视频功
能让大家面对面沟通协商。在执行法官
的引导下，当事人在“四川微法院”APP平
台上进行了注册，并通过视频进行沟通协
商。最终，在执行法官的主持下，申请执
行人杨某及申请人颜某、严某某分别与被
执行人邓某通过“四川微法院”签订了执

行和解协议。在执行法官的见证下，被执
行人邓某当场履行了约定的还款义务，两
案得以顺利执结。

为更好践行司法为民宗旨、更好满足
群众司法需求，让当事人少跑法院，四川
省高级人民法院打造了“四川微法院”，今
年以来，安岳法院持续加强了“四川微法
院”的运用和推广，真正发挥“最多跑一
次”改革在司法领域的积极作用，为“切实
解决执行难”提供新的助力。

不用跑法院 在手机上即可参加案件审理

安岳巧用“微法院”执结跨省案

本报讯（记者 赵明）按需点餐、文明就
餐、剩菜打包……作为“文明餐桌”行动的
主体，我市餐饮企业按照创建文明城市的
要求，积极引导消费者文明用餐。“文明用
餐，光盘行动”已蔚然成风。

近日，记者在雁城万达广场一家餐饮
店看到，“一顿把它吃光光”等关于文明用
餐的装饰标语随处可见。餐饮店负责人介
绍，在经营过程中，餐饮店都会要求服务员
引导顾客适量点餐、提醒顾客文明用餐、免
费帮助打包剩菜、提醒顾客酒后不能驾车
等，主动承担推广文明餐桌的责任和义务。

据了解，市商务局联合市市场监管局
积极推动餐饮行业深入开展“厉行勤俭节
约，反对餐饮浪费”工作，引导大型餐饮企
业签订承诺书，制定《宴席服务规范》《自助
餐服务管理规范》等相关标准和餐饮行业
公约，让餐饮行业成为文明城市的窗口。

我市餐饮企业积极倡导光盘行动

文
明
点
餐
。

一、以下行为容易感染艾滋病病毒（高
危行为）

（一）男女一方患性病时发生无安全措
施性行为。

（二）卖淫嫖娼。
（三）共用针具注射毒品，与注射者发

生性行为。
（四）男性之间发生性行为。
（五）同时与多个异性或同性保持着性

行为。
（六）在非法采（输）血点卖血。
（七）在非法的医疗场所接受打针、输

液、拔牙、手术等检查治疗。
二、以下行为可以避免感染艾滋病病毒

（一）坚持洁身自好，不卖淫嫖娼，避免
婚前婚外性行为。

（二）严禁吸毒，不与他人共用注射器。
（三）不要从非法途径购买和使用血制品。
（四）不要到非法的医疗场所就诊。
（五）不要借用或共用牙刷、剃须刀、刮

脸刀等个人用品。
（六）艾滋病感染的妇女避免怀孕、哺乳。
（七）使用避孕套是性生活中最有效的

预防性病和艾滋病的措施之一。
（八）避免直接与艾滋病感染者或病人

的血液、精液、乳汁等体液接触。
三、日常生活和工作接触不会传播艾

滋病
以下行为不会传播：握手拥抱、一起劳

动、游泳沐浴、谈话、共用电话、共用钱币、
共用被褥、咳嗽打喷嚏、蚊虫叮咬和探视病
人。 据新华网

关于艾滋病
感染的几种情况

□ 王眉灵

11月 27日，记者从四川省交投集团
获悉：27 日下午 6 点，G0512 成乐高速公
路扩容项目青龙场至眉山试验段将提前
1个月建成通车，成乐高速拥堵现状将得
到有效缓解!

率先试跑 全程无拥挤感

此次通车路段共 28 公里，将开通彭
山、眉山 2 个收费站，ETC 同步投入使
用；开通 1处服务区即眉山服务区，除乐
成向不提供加油外，均能提供如厕、加
油、餐饮、停车等服务需求。青龙收费站
预计 12月下旬开通。新彭山等收费站正
加快推进后续工程建设。项目通过永丰
枢纽互通可实现与 SA3成都经济区环线
高速公路(简蒲段)互联。

27 日上午，记者率先试跑。从成都
出发上成乐高速，过青龙场 1公里左右，
一条宽阔的 8 车道高速公路即呈现眼
前，路面标线、路牌标识均已完善。单边
4根车道，俩俩分别限速 120公里、100公
里，由于车道宽，车辆没有拥挤感，全程
时速可以跑拢最高限速。

扩容后通行能力翻倍

成乐扩容建设项目是我省第一条大
规模经营性改扩建高速公路项目，分为
主线段和乐山城区过境复线段两部分，
共约 136 公里，总投资 231 亿元。其中，
主线段全长 127.6公里，起于三环路川藏

立交，止于乐山辜李坝，三环路至青龙场
段为新建复线，青龙场至乐山段为原路
加宽；新建乐山城区过境复线起于绵竹
北枢纽互通，止于符溪北与乐雅高速公
路相接，路线全长 8.5 公里。

本次通车运行路段于 2017年 4月先
期开工，起于成雅高速和成乐高速交叉
的青龙场枢纽互通南 1.5公里，止于眉山
互通南 1公里，共设置青龙、彭山、永丰、
眉山 4处互通式立交，路线全长 28公里，
概算总投资 19.5亿元。全段采用双向八
车道(四改八)高速公路技术标准，设计时
速 100公里，路基宽度 41米，在原路 25米
宽两侧各加宽 8米。

作为成都市连接眉山、乐山等地市
最为便捷的高速公路通道，成乐高速公
路自建成以来在区域综合运输网络中发
挥着极其重要的骨干作用，由于其极强
的区域经济带动作用，历年交通量均保
持较高增速，其中成都至青龙场段尤为
突出，周末和长假的交通拥堵现象严
重。“成乐高速于 1999 年建成，设计车流
量日均 3.5万-5万辆次，扩建前已达 7万
辆次，道路交通压力大。”成乐公司副总
经理刘东说，加宽为 8车道后，道路通行
能力翻倍，将达到 7万-9万辆次。

建设创下不少首次

据了解扩容项目采用“边通车、边施
工、边收费”方式建设，而成乐高速作为
黄金旅游通道，交通量巨大，交通组织、
施工安全及保通保畅压力大。成乐公司
积极探索实践符合改扩建高速公路特点

的交通组织方式，不同施工阶段采取不
同的交通组织形式，有效避免了大面积
拥堵；在施工工艺上，也首次在省内大量
采用钢结构分离式立交方案，桥梁直接
跨越 8 车道高速公路，去掉了中分带墩
柱对施工产生的安全隐患，最大限度减
少了施工对交通组织造成的困扰。

虽然是原路加宽，但成乐高速扩容
也面临不少“新”问题，短短 28公里就有
300 多处敏感点位需迁改。项目在省内
率先全路运用BIM技术，辅助设计选线；
采用了最新的机载雷达扫描设备，将原
本需要 3个月的断道测量工作仅用 10天
就全面完成，并未对高速公路正常交通
造成影响。

建设还创下了不少“首次”。比如，
桥梁中分带护栏采用混凝土护栏加泡沫
轻质混凝土工艺，有效提升了桥梁护栏
防撞水平，为国内高速公路项目首次采
用。在全省高速公路建设中，首次大规
模使用路基中央分隔带混凝土护栏加绿
植防眩。在新老路基搭接过程中采用液
压夯工艺、新老路基拼接中采用铣刨机
对新老路面搭接部位水稳层铣刨、分离
式立交及互通跨主线桥梁大规模采用单
跨钢箱梁方案，均为全省高速公路改扩
建项目中首次采用或首次大面积使用。
试验段的这些经验都将在接下来的路段
建设中进行推广。

记者了解到，成乐高速扩容项目的
其他部分建设正在推进中，眉山互通到
乐山段加宽改造将于年底大规模施工，
成都到青龙场的新建段将于春节后大规
模施工。 据四川在线

传真周边
成乐高速新建的8车道27日开跑！

消防处置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