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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检察故事

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事业单位登
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和中共达州市达川区委机
构编制委员会《关于撤销区城镇建设规划测绘队的通
知》(达川编委[2019]23号)文件精神，撤销达川区城镇
建设规划测绘队。经举办单位达州市达川区住房和城
乡建设局同意，拟申请注销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

特此公示
达州市达川区城镇建设规划测绘队

2019年11月6日

达州市达川区城镇建设规划测绘队法人证书注销公示

一个游摊小贩的新生

开江县运管所

创新举措整治客运乱象

学了一门手艺

系好围裙、准备佐料、拿出面饼
……今年 45 岁的李梦瑶（化名）在
达城西外御景上城小吃店内，熟练
地操持着自己的手抓饼摊子，而此
刻门市里的时钟显示已经是早晨6
点15分。

对于一个主要靠卖早餐生存的
小摊儿来说，这个点儿，明显有点晚
了。“不碍事，这个点也还好，因为我
不用像以前那样去‘抢地盘儿’。”李
梦瑶嘴角带笑地说，以前她和丈夫
每天都在西外棕榈岛小区附近摆游
摊，有时候为了抢到好的位置，清晨
5 点就出摊，冬天冷得手都不听使
唤。谈起从游摊到现在租门市稳定
做生意，李梦瑶高兴地说，这一切都
得感谢四城同创。

2006 年春天，李梦瑶收拾行
囊，前往温州打工。“我没有一技之
长，只好选择进厂，当时进的是鞋
厂。厂里胶水味很重，毒气大，这些
我都能忍受。但厂里效益不好，基
本是上一天班休息一天，工资只能
糊口，没有多余的钱寄回家里。”李
梦瑶告诉记者，心急如焚的她，发现
了一个商机——每天早晨，工厂门
口有很多早餐游摊，生意火爆。

主动辞职，拜师学艺。很快，李
梦瑶和丈夫学会了制作手抓饼。早
出晚归摆手抓饼摊 7 年，她在达城
西外全款购买了一套商品房。“祖祖
辈辈在渠县农村生活的我，终于‘进

城’了。”李梦瑶回忆，当接过新房钥
匙的那一刻，她和丈夫相拥而泣。

回达城重操“旧业”

孩子考学，父母年老，2015 年
冬天，李梦瑶和丈夫从温州回到了
达城，继续干着“老本行”——卖手
抓饼。李梦瑶告诉记者，查看了两
天地段后，他们共花费1万元，制作
了两个推车，在西外棕榈岛小区、老
地方酒楼、广电花园等地摆游摊，一
天可赚200多元，虽然辛苦，却也满
足。但这种愉快摆游摊的日子只持
续了半个月。

“李大姐，快点跑，城管来了
……”2015年12月12日下午，李梦
瑶正在广电花园附近为顾客制作手
抓饼，突然同行们推着摊子飞快地
奔跑。一脸懵的她还没反应过来发
生了啥事，就被城管逮住了。

“你是不是才在这条街摆游
摊？”僵持了一会儿后，其中一位城
管终于开腔了。“嗯，才摆摊十几
天。我没有啥手艺，只会这个。你
们可不可以不没收我的摊子，我知
道大街上乱摆摊不好，但我也是没
有办法，总得养家糊口。”李梦瑶如
实地表述着自己的情况。心里没底
的她以为碰上城管就“完了”，让她
没想到的是，城管只是教育了几句，
然后便放她走了。

常与城管“躲猫猫”

这一次幸运过关，让李梦瑶意

识到光是手抓饼制作得好还不行，
必须得向同行“学习”躲避城管的经
验。“我向无数人讨教了经验，他们
总结为一条——眼睛多看，逃跑要
快。”李梦瑶说，之后的日子里，和城
管玩“躲猫猫”的“游戏”就开始了。

“只要看到有人突然推着摊子
跑，肯定是城管来了，你只要跟着跑
就对了。”李梦瑶表示，很多次，她都
是以这种方式成功逃脱的。

如果说城管是游摊摊贩们的
“噩梦”；那么严寒和酷暑，则是摊
贩们最大的考验。加上达州开展
四城同创工作以来，城管管得更
严，这让40多岁的李梦瑶觉得生活
很艰难。

开启全新生活

纠结无数个夜晚之后，李梦瑶
作出一个艰难的决定——放弃游
摊，租个门市好好做生意。“成天东
躲西藏的日子我是真的累了，日晒
雨淋的经历我不想再有了。”李梦瑶
理了理衣袖，认真地说，和城管“交
手”的这两年，她发现其实城管并

不像传言中的那样“坏”，他们也是
人，也有感情，比很多人更理解摊
贩。

“作为摊贩，我们心里也清楚，
好好的城市，干净的街道，摆着横七
八竖的摊子，绝对影响市容市貌。”
李梦瑶坦言，起初时，她不明白，达
州为啥要搞四城同创，弄得城管天
天“撵”她。但她去农贸市场买菜，
渐渐发现以前脏乱差的角落变干净
整洁了，让人看着舒心；过马路时，
不再人车相争，安全感提高了。

让李梦瑶没有想到的是，当自
己正为是否放弃游摊而苦闷时，社
区工作人员和辖区城管竟然找上了
门。“今年8月底，他们来到我家，说
有个门市适合我，叫我去看看。”李
梦瑶兴奋地告诉记者，后来她发现
御景上城小吃门市有 200 多平方
米，里面干净整洁，已经有 10 多位
曾经的游摊同行入住，于是她便毫
不犹豫交了租金。

在门市上等待着顾客的李梦
瑶，看着自己面前的手抓饼摊位，脸
上再一次浮现出笑容……

人人参与共建共享 全力推进四城同创

曾经的达城，游摊遍地，污垢满街，让人不愿逗留。然而，达
州开展四城同创工作以来，无论是游摊还是城管，亦或是其他行
业的人士，都在用各自的实际行动，为装扮自己的家园而奉献力
量。

近日，记者走进了一名“游摊小贩”的家，挖掘了她从“游击
队”转为“正规军”的心历路程。

□本报记者 汤艳燕 罗未 文/图

本报讯 为进一步提高幼儿园
师生的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
力，11月4日至6日，达州9个消防大
队、中队陆续迎来千余名参观消防
站、了解消防队伍、学习消防知识的
学校师生。

11月6日上午，四川师范大学附
属莲花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一到消防
队大院，就被车库内停靠的消防车
吸引住。小朋友们
在消防员叔叔的陪
同下，一一登上消防
车，参观消防车和随
车器材。通过消防
员叔叔们的介绍，小
朋友们了解到了这
些“大家伙”的不同
用 途 和 使 用 方 法 。
消防员叔叔为小朋
友们展示了消防服
快速穿戴，并讲解了
各种消防服的不同
用途。小朋友们还

亲身体验了一回当“消防员”的感
觉。

消防指战员还教师生如何正确
使用灭火器，展示了如何使用灭火器
扑灭初期火灾和使用消防车出水灭
火等场景师生们纷纷表示，今后一定
会规范用火、用电、用气安全，不让悲
剧在身边发生。

（本报记者 刘欢）

本报讯 自今年6月全市运管部
门开展“整治群众最不满意的 10 件
事”之出租车运营不规范问题集中整
治行动以来，开江县交运局和运管所
创新执法举措，明确目标任务，整治
工作强力推进。

据了解，开江县运管所采取错时
执法工作方式，利用早、中、晚及双休
日对出租车和班线车进行执法检查，
集中查处违规违章行为。同时采取
定点执法与流动巡查相结合的方式，
对出租车、班线车进行抽查，规范其
运营行为；并加大与交警部门联勤联
动，打击两、三轮摩托车非法载客及
各种非法营运行为。

前不久，开江县交运局和运管所
组织全县 72 台出租车及 112 名驾驶
人员进行了法律法规、职业道德集中
培训，进一步规范出租车驾驶员使用

文明用语、改善车容车貌、严格遵守
道路运输各项法律法规，严禁出现拒
载、议价、途中甩客等违法违规行
为。另外，运管所还设立了客运车辆
违规违章学习班，一旦发现客运车辆
有违规违章行为，就立即采取车辆停
运、驾驶员定时间定地点、运管所工
作人员轮流辅导，最后由县交运局组
织考试且在考试合格后方能恢复营
运的方式，对违规违章驾驶人员开展
全方位教育学习培训。

截至目前，开江县交运局和运管
所累计检查出租车1440台次，查处各
类违规、违章行为32起。检查班线车
1920 台次，查处各类违规、违章行为
28起。通过整治，开江县道路运输市
场秩序已明显好转，群众满意度得到
显著提高。

（本报记者 胡健）

企业在创业起步或生产经营中大
多遇过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为了解决
这一问题，一部分企业不惜以不规范、
非法的民间借贷的方式筹集资金。我
在开江县人民检察院任职期间，就办
理了房地产商卢某某以高额利息回
报为诱饵，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案
件。

“兵哥，我钱全部都投进去了，还
是想点办法哟!”被告人卢某某经营着
开江县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当面
对资金链断裂、项目后续建设无法推
进，其合伙人找上门讨说法时，卢某某
便想到了以散布“投资房企可获得高

额回报”的消息，向公众筹集资金的方
法。

“总有一些人贪便宜，把钱借给我
们的。”被说服的合伙人与卢某某一拍
即合，随即两人吩咐手下的员工着手
这一行动。接到指令的员工陈某开始
向亲戚朋友大力宣传这一消息。为了
消除外人对“投资有风险”的担忧，他
按照卢某某的指示，对外宣称这是自
己所在房地产公司的内部福利，并以
每月有 3 到 8 分的高额利息回报为诱
饵，以及还不上便用房子作抵押的保
证，很快就吸引了陈某姐姐的兴趣。

在多投资多回报的诱惑下，陈某
姐姐决定向该房地产公司“投资”。在

“有钱大家赚”的想法促使下，陈某姐
姐将此消息告诉自己在社会上的众多
姐妹，鼓励她们参与其中。高额利息
加上房地产公司内部员工的介绍，陈

某姐姐的几位好友也很快被说服。出
于资金安全的考虑，几人决定前往房
地产公司，了解“投资”手续。

“项目投资是否正规？最低投资
多少？本金何时还？”面对陈某姐姐与
其好友的问题，被告人卢某某耐心细
致地进行了解答，但却在签合同这一
关键问题上打了“马虎眼”。他声称这
个“投资”项目是个内部活动，不对外
公开，且签合同手续太复杂，要以签借
条的方式进行，并提出了最低“投资”
10万的要求。在卢某某预先准备的借
条上，写明了借款金额、应还利息，并
按上了手印，看起来十分靠谱，令陈某
姐姐及其好友相信这是个能赚大钱的

好机会，随即将资金打入卢某某的账
户中。

几个月后，参与“投资”的几人迟
迟没有收到卢某某承诺给予的资金利
息，在联系对方无果的情况下，几人才
恍然大悟自己被骗，并向公安机关报
警。

公安机关侦查结束之后，该案件
随即被移送至开江县人民检察院审查
起诉。开江县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
人卢某某违反国家金融管理制度，以
向社会公众公开宣传，以高额利息为
诱惑，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14.4万元，
扰乱金融秩序，其行为已构成非法吸
收公众存款罪。最终，卢某某因犯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三年，并处罚金5万元。

在此，开江县人民检察院提醒广
大人民群众，投资要知法懂法，切勿轻
信民间的高息借贷，以正规渠道投资，
才能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的财产。

本报讯 11月5日，在通川区蒲
家镇长岭村屈德元农种合作社里，8
头壮实的肉牛有序出栏被装运上车。
随着市场的活跃，牛肉行情利好，屈德
元喜出望外，当日收入就达到 16 万
元。

“去年用电相当艰难。”屈德元回
忆起农场用电，充满了艰辛，他从山脚
的家里牵了一根长达3公里的单相护
套线，远距离输送产生的电能仅供照
明，粉碎饲料靠柴油机带动。养殖规
模也一直控制在20头牛以内，由于处
于山顶，一名工人专门负责从山坳水
塘里挑水供牲口饮用。

“哪里需要用电，电线杆就架到哪
里。”去年11月初，蒲家供电所得知这
一情况后，全力组织 12 名员工从 10
千伏郭家沟支线T接了一条10千伏
林场支线，组立 11 根高压电杆，架设
10 千伏线路 1.2 公里，新安装一台容
量100千伏安的变压器为农场供电。

“用电省钱不说，动力还足。”提起
农场现在的用电情况，屈德元心情舒

畅。线路没改造前，柴油机粉碎草料、
玉米等饲料一个月油钱就得花费七八
百元，如今一个月电费不到两百元，其
中还包括了养殖场内的温控设备以及
每日水泵抽水4吨左右用电。新线路
同时也能满足季节性用电，夏季干旱
时还可灌溉果树、供鱼塘抽水，这在以
前不敢想象。

农场海拔1100米，毗邻的松树林
场夏季成了避暑地，冬季成了赏雪
地。以前的荒地已种植200亩左右的
李子树、桃树、桑葚等经济树种，建成
两个鱼塘，牛场的养殖规模已经达到
了100头。曾经荒废的农场不再因为
电力“卡脖子”，重新换发了生机，变成
了名副其实的生态农场，年创收达
100余万元。

“还要引进一套牛肉深加工生产
线！”鲜牛肉每斤能卖到38元，利润也
会大幅增加，年底的牛肉消费呈现一
片“牛市”，屈德元对农场未来充满了
期待。

（侯晓东）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200万

开江一房地产商被判刑三年
□陈映杉/讲 述 陈军

本报记者 戴静文/整理

细致的筹划、数月乃至数年的准
备，紧张的赛程……成败在此一举。
站在第五届四川省“互联网+”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决赛的演讲舞台上，面对
台下省级专家学者等专业评委以及一
众职业投资人犀利的问题，四川文理
学院参赛队伍之一、小黄仁高考志愿
填报中心项目负责人程元红有些发
怵。她深呼一口气，脑海中不断回忆
项目亮点，并坚定给出了回答，台下顿
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心有余悸的
程元红走下台，与团队成员们将手紧
紧握在一起，我们做到了最好！

近日，此次大赛的成绩公布，四川
文理学院的参赛队伍揽获 1 银 2 铜。
记者走进这群年轻的创业者，听听他
们青春路上的激情与梦想。

为更多人的梦想加油喝彩

走进四川文理学院图书信息大楼
A503房间，双眼瞬间就能被标注有各
色感谢语的红色锦旗填满。这间办公

室正是在此次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得银
奖的团队——小黄仁高考志愿填报中
心的办公地。

谈及为何创立这样一个公司，团
队成员之一的王迪深有感触：“填志愿
时就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盲填很
有可能落榜，我就因为既没经验又没
人指导吃过亏。”为了帮助更多人考上
心仪的大学，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们
决定成立高考志愿填报中心。

目前该中心为学子提供性格分
析、专业解读志愿填报、大学期间学业
规划、职业生涯规划等服务。其中，涵
盖数年高考高校信息并与省教育考试
院对接，分数线官方权威数据实时更
新的数据库和一对一专家咨询服务，
这是该中心与市面上类似高考服务机
构相比的最大优势。

来自智能制造学院，曾揽获蓝桥
杯算法大赛四川省一等奖、国家二等
奖，并在全国大学生物联网设计竞赛
中，获得华中及西南赛区二等奖等奖
项的朱威就是参与数据库建设者之
一。每年高考学子捧着厚厚的填报指
南就晕头转向，将“书”变成数据，利用

算法让其变得更加聪明地为大家服务
就是朱威等团队成员的任务。

“项目初期建设，至少要录入5年
全国高校的录取数据，决不能出错，校
对慎之又慎，成员们常在机房一坐就
是一天，耗时了数月才完成。”朱威说，

“现在每年只需增添当年的数据，这可
轻松多了。”

“硬件”建设好了，还得让更多人
知道。过去一年的周末和寒暑假，成
员们加大了宣传力度。2018年，该团
队运营的第一年，第一批顾客80多人
百分百上线，这让成员们感到一切辛
苦与努力都没有白费。如今，团队成
员已经与西南科技大学、四川轻化工
大学、成都理工大学搭建了高校联盟，
并在宣汉开设了项目分中心。

未来属于智造

与已经建立实体团队“小黄仁高
考志愿填报中心”不同，此次四川文理
学院获奖的两项铜奖——大禹中服务
商和克隆精灵低成本便携式 3D 扫描
系统，其主创皆来自智能制造学院。

“克隆精灵”最初是因智能制造学

院学子自己的需要。因常与各色机械
打交道，学子们时常遇到某个精细的
零部件损耗过度，市面上没有现成商
品可以购买，自己测量零部件（细微至
几毫米）再送往厂商订做，耗时耗力。

如果有一台3D扫描仪，问题不就
迎刃而解？由于市面上3D扫描仪大多
是大型仪器、分离式设计不易操作，且造
价昂贵。于是制造出集成化、一体化的
手持3D扫描系统的创意便应运而生。

经过成员们通力协作，一台结合结
构光3D技术，搭载同学们设计的二次
开发软件和移植操作系统的手持式3D
扫描仪诞生了。其成本不过3000元，
如今项目成员们已经在申请核心专利。

另一件创意项目的诞生源于同学
们对环境保护问题的关注。据介绍，

“大禹”中国防洪服务商项目是运用了
自主研发的无人机和扫描仪，提供对
河堤的三维建图和堤坝土质检测等服
务。团队成员林黎明和陈诚两位懂技
术但缺乏文字表达功力的工科男，为
了数十页的商业策划书，不知深夜在
教室大眼对小眼了多少次。

“我们有了丰富的创业经验，同时
有二级创业咨询师万大卫老师指导，而
专业技术上则有外聘专家的支持。”其
中指导“大禹项目”专业导师就是一位
深耕激光雷达、无人机领域的专家，同
时还拥有自己的公司。既有想法又有
实验基础，相信“大禹”变成现实的未来
就在不远处。

敢为人先，放飞青春梦
——对话第五届四川省“互联网+”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获奖者

□本报记者 戴静文

国网达州供电公司

农网专线助农场焕生机

本报讯 记者从通川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获悉，11月6日凌晨5点，通
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会同区公安局、
区检察院、蒲家镇政府，在蒲家镇渝
昌街某大酒楼查获一起涉嫌非法会
销保健品案。

据了解，通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执法人员通过9天的摸排了解到，蒲
家场镇一团伙通过施小恩小惠，引诱
老年人集中到会到场，虚假宣传“五
蛇苗草酒”具有预防和治疗疾病的功
效，欺诈消费，让老年人上当，最终达
到骗取钱财的目的。

当天，执法人员来到蒲家镇渝昌
街某大酒楼二楼，现场不足400平米
的房间内坐有500多名老年人，台上
播放着宣传“五蛇苗草酒”“强大功
效”的视频，是典型的非法会销。据
了解，已经有多名老年人以580元/瓶
的价格购买了该产品。

执法人员现场控制会销骨干梁
某某等6人，查扣涉案车辆2台，用于

宣传讲课笔记本电脑1台，“五蛇苗草
酒”未开封酒12瓶，已体验用完空瓶79
瓶，食用盐350g装412包，公章8枚。

据介绍，下一步，通川市场监管
局将会联合区公安局，进一步对梁某
某等 6 人展开调查，核实上当群众情
况，深挖违法事实，锁定证据，依法依
规严肃查处。截止到当日早上 8 点
30分，通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劝说
疏散完毕参加会销的老年人。群众
情绪稳定，现场围观群众对政府部门
打击非法会销工作大力支持，纷纷谴
责通过非法会销专门坑害老年人的
不法商人。

通川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
大市民：保健食品不是药，不能用于
疾病治疗。如遇有宣传疾病治疗、预防
功 能 的 食 品 和 保 健 品 时 ，可 拨 打
12315、110电话投诉举报，市场监管部
门会第一时间赶至现场，维护消费者的
合法权益，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行为。

（本报记者 胡杨）

通川区

查获一起涉嫌非法会销保健品案

千名“萌娃”学习消防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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