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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因技术更新，对1台胶印轮转机，
及一批报废的电脑、空调等办公设备进行处理，请有回收该批废旧
设备意向的单位凭营业执照和个人身份证等相关资质证明在规定
时间前来现场实物看样并领取竞标书。

报名及联系方式： 1、报名方式：有意竞标者请于2018年1
月16日之前，持有效证件（身份证、物资收购、设备拆除资质及购
买处理能力）到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现场
查看实物，投标时不再另行安排查看现场。

2、报名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88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印务公司总经理办公室

3、现场报名及看样时间：2018年1月15日—2018年1月16日
4、联系人：028-85952011；85952012 吴先生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
2018年1月5日

报废设备处理公告（2）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因技术更新，对1台塔式小滚筒

胶印轮转机、2台单张纸双色胶印机，及一批报废的晒版机、照排
机等印前设备进行处理，请有回收该批废旧设备意向的单位凭营
业执照和个人身份证等相关资质证明在规定时间前来现场实物看
样并领取竞标书。

报名及联系方式： 1、报名方式：有意竞标者请于2018年1
月12日之前，持有效证件（身份证、物资收购、设备拆除资质及购
买处理能力）到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办理相关手续并现场
查看实物，投标时不再另行安排查看现场。

2、报名地点：成都市锦江区三色路288号四川日报报业集团
印务公司总经理办公室

3、现场报名及看样时间：2018年1月11日—2018年1月12日
4、联系人：028-85952011；85952012 吴先生

四川日报报业集团印务公司
2018年1月5日

报废设备处理公告（1）

追捕>
闹市围追堵截

前后夹击困住“李鬼”

“这辆车有问题！”9日深夜9点50分
左右，成都交警等三部门在中心城区联
合开展巡查执法时，在西安南路附近，一
辆车牌为川ATG423的出租车出现在执
法人员视线中。经核实，该车车牌不存
在，疑似一台克隆出租车。

4辆看似普通车辆的执法车，紧紧跟
了上去。“驾驶员很警觉。”10日上午，参
与此次夜查行动的成都交警重案大队民
警冯警官告诉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在跟踪一段距离后，驾驶员似乎发现
了已被跟踪。

随后，这辆出租车趁着夜色加速，穿
插在车流之中，并突然调头驶入蜀都大
道，多次试图摆脱后方执法车的跟随。

“该车频繁调头，甚至闯红灯。”冯警
官说，一辆跟踪车被甩掉后，另一辆又继

续向前跟随，4车之间也在随时报告方
位，“他的最高时速达到80公里左右，行
驶线路虽然曲折，但方向是往东。”

在跟踪10余分钟后，该车驶入岷山
路一处车少人稀的街巷，被执法车以前、
后、侧呈“品”字型将其成功逼停。

挡获>
5000元买的“歪”出租
驾驶员无任何证件

“李鬼”出租车被拦截后，执法人员
依法控制了该车和驾驶员。“车子从车
牌、顶灯等全是歪的。”民警介绍，不仅车
是歪的，驾驶员谭某也拿不出行驶证、驾
驶证等相关证件。

据了解，此前，谭某通过网络认识一
个自称可以售卖出租车的网友，通过几
番交流后，他花了5000元买到这台由下
线车重新改装的出租车，“仅从外观看的
话，这辆歪出租足以乱真。”

此外，在车上，民警还发现了一名喝
得有些迷糊的乘客。“乘客也打算到东门
方向。”民警分析，该车驾驶员虽然发现
车辆被跟踪了，“但他仍想凭着对路况的
熟悉，甩脱跟踪车，并赚上一笔快钱。”

经查，该车辆号牌系伪造，谭某因使
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于1月10日被成
都交警三分局依法处以5000元罚款，并
处以行政拘留15日。

数读>
近期挡获41辆克隆出租
车上搜出假币、辣椒水

“近期成都交警开展冬季铁拳行动，
发现并挡获不少克隆出租车。”据成都交
警介绍，自从该行动开展以来，截至10
日上午，已挡获41辆克隆出租车、34名
违法人员。其中，已有27人被拘留，还有
7人正在处理。

“不少克隆车上还存在其他安全隐

患。”民警介绍，在这些被挡获的车中，
还现场搜出了不少的假币，包括20元、
50元、100元不同面额的。此外，还搜
出了辣椒水、跳表器，以及管制刀具等
危险物品。

“乘客如果不小心坐上克隆出租车，
一旦发生车祸，或与驾驶员起冲突，后果
不堪设想。”对此，成都交警提醒广大市
民，如果发现身边有克隆出租车，可向交
委、交警等相关部门及时反映，并尽量冷
静保护好自身安全，“执法部门将继续加
大巡查力度，严厉打击克隆出租车等违
法行为。”

闹市追击
10分钟

一辆载客出租车，从成
都宽窄巷子附近，趁着夜色
掩护，在车流中闯红灯、随意
变道，一路往东门急速逃窜，
其间最高时速达80公里。在
其车后，则有4辆执法车紧紧
跟随，寻找机会拦截。这一
幕堪比电影《速度与激情》里
的场景，就发生在1月9日的
成都闹市。

当晚，成都市交委执法
总队、成都市公安局轨道公
交分局与成都交警支队针对
克隆出租车等违法行为开展
联合执法。在追击10余分钟
后，最终在一处街巷里将这
辆“李鬼”出租挡获。经查，
该车辆号牌系伪造，谭某因
使用伪造的机动车号牌，于1
月10日被成都交警三分局依
法处以 5000 元罚款，并处以
行政拘留15日。

据了解，自成都交警冬
季铁拳行动开展以来，共挡
获 41 辆克隆出租车、34 名违
法人员。其中，已有 27 人被
拘留。值得注意的是，执法
人员还在这些克隆出租车里
发现了不少假币、辣椒水、跳
表器，以及管制刀具等物品。

在克隆出租车中发现的假
币等物品。

成都交警
冬季铁拳行动
挡获41辆克隆出租车
34名违法人员

突发警情
有人当街绑架小女孩

2017年4月17日7时32分，德阳市
公安局指挥中心接群众报警称：德阳市区
玉泉香庭小区门口一名女孩被人驾车强
行抢走。

接报后，德阳市局指挥中心立即与报
案人实时沟通，并综合多起群众报警情
况，快速确定嫌疑人为两名戴口罩、帽子
的男性，嫌疑车辆为灰色无车牌奥拓汽
车，沿庐山路由北向南逃窜。

这名报案人便是敬皓，他不仅目睹了
整个案发的过程，还一直驾车紧紧跟着这
辆奥拓车。

敬皓告诉记者，事发时他正驾车从小
区地下停车场出来，看到一辆无牌奥拓车

旁边，一男子突然抱住了路边行走的小女
孩，“我原以为是小女孩不想去上学，家长
对她进行约束，但再看到男子掏出帕子捂
小女孩的嘴，我再也不淡定了。”

见同伙把小女孩抱进车后，前排驾驶
座上的男子猛踩油门，车子从绿化带逆向
冲了出去。

敬皓不敢多想，立即驱车追了上去，
并打电话报警。

驾车追踪
绑匪在集市人群中溜走

德阳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在确认
了敬皓的报案信息和身份信息后，就与他
保持着联动。

敬皓说，感觉奥拓车在玩命地跑，一

路上根本不管车辆和行人，“差点撞了一
辆环卫工人骑的电瓶车。”在南泉路与庐
山北路交汇处，奥拓车从敬皓的视野里消
失了，“他们可能发现了我在跟踪他们，因
为从事发地到南泉路，一路上他们玩命
跑，我拼命追，动静很大，应该是发现了
我。”奥拓车不见了，敬皓赶紧给110指挥
中心打电话。后方分析，嫌疑车辆可能会
顺着庐山路往南走。

敬皓赶紧驱车去追，“到了庐山南路与
沱江路交汇处的一个二手车市场附近的红
绿灯，我又发现了奥拓车。”敬皓说，可能他
们也发现了自己，又猛轰油门，跑了。

从第一案发现场到八角井街道办东
河场镇，有十七八公里的路程，犯罪嫌疑
人带着小女孩一路逃窜。然而，就在东河
场镇上，意外又发生了。据敬皓介绍，东
河场镇正逢场，赶集的人很多，“车多人
多，我就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溜走了，就
几秒钟的时间。”

警民互动
多警种协同报案人作战

德阳市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当时警情发生后，在得知报案人一直
驾车跟踪绑匪车辆的情况下，一个以报案
人追踪线路为中心的多警种联动合成作
战便展开了。

该负责人表示，110指挥中心当时立
即下达出警指令，启动嫌疑车辆逃窜沿线
封控卡点和各(市、区)边际卡点，并部署
交警、巡警加大街面巡控力度；指派治安
部门深入案发现场周边学校，排查被劫持

女童身份。与此同时，德阳市公安局指挥
中心巡防指导岗立即开展视频追踪分
析。根据前期接警信息迅速锁定嫌疑车
辆图像特征，确定嫌疑车辆于当日7时32
分至8时许，先后途经德阳市区庐山路、
东河镇、八角井镇，广汉连山镇、和兴镇，
明确了嫌疑车辆途经点位及时间。

专案组根据这一重要信息，开展合成
作战，迅速锁定嫌疑人员吴某、杨某，并通
过综合研判确定了二人活动范围。当天
中午12时许，专案组在德阳市区洋洋百
货附近将杨某抓获。下午14时许，又在
广汉市连山镇石梯村5组成功解救被绑
架女童，抓获犯罪嫌疑人吴某。

政府奖励：
“只是做了一个市民该做的事情”

据了解，事件发生后，德阳市政府相
关部门已经为其申报“见义勇为先进个
人”，并给予敬皓2万元奖励。

随后，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得知此事
后，联合华西都市报为敬皓颁发正能量特
等奖证书，并对他的英勇善举给予1万元
现金奖励。

阿里巴巴天天正能量项目组在给敬
皓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路见不平，拔刀
相助。有勇有谋，正义担当。驾车追劫匪
18公里，车流穿梭中显英雄本色。为了
一个陌生的孩子，他从人群中一跃而出，
又悄然回到人群中去，他是‘侠之大者’。
点赞平民英雄！”

近日，四川省人民政府发出《关于奖
励敬皓等17名有突出表现的见义勇为个
人和2个有突出表现的见义勇为群体的
决定》，对敬皓等个人和群体进行表彰奖
励。

决定中说，希望全省广大干部群众以
敬皓等为榜样，向英雄模范学习，学习他
们扶正祛邪、助人为乐的高尚行为，学习
他们临危不惧、勇于献身的英雄气概，学
习他们挺身而出、迎难而上的责任担当，
在全省努力营造人人关心见义勇为事业、
关爱见义勇为人员、参与见义勇为行为的
良好社会氛围。

敬皓表示，获奖十分开心，但自己只
是做了一个市民应该做的事情，“当时只
是关心小女孩的安危，在自己眼前发生的
事，自己没有办法不站出来。”

路遇女孩被绑架驾车追匪18公里
德阳好市民获省政府表彰奖励

1月10日，记者从德阳市
公安局获悉，2017 年德阳有
两位见义勇为的好市民获得
四川省人民政府奖励，一位
是路遇小女孩被绑架、驾车
狂追绑匪的敬皓，一位是医
院急诊大厅勇斗持刀歹毒的
张宗洪，他们分别获得了5万
元奖励。

德阳市公安局在进行新
闻通报时表示，敬皓的事迹
充分体现了德阳 110 指挥中
心警务联动、警民联动。

据介绍，当敬皓在发现
有人当街绑架小女孩的警情
后，迅速报警，110 指挥中心
会同旌阳区公安分局立即多
警种合成作战，市民敬皓与
110指挥中心保持通话，通过
实时追踪绑匪情况的沟通，
形成了以敬皓和绑匪为中心
的、在绑匪逃跑线路沿线周
边的多警种合成作战，最后
仅用了 6 小时就破获了这起
绑架案，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吴某、杨某，成功解救了被绑
架女孩。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唐金龙

驾驶克隆出租车的
谭某被警方挡获。

逮住“李鬼”出租车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力实习生王爱玲摄影报道

德阳市民追踪嫌疑车（圈中无牌奥拓车）。 突审嫌疑人。本报资料图片

成都交警冬季铁拳行动挡获多辆克隆出租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