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访成都废旧共享单车仓库
看看废旧单车如何再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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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工作突发疾病
他永远离开了热爱的警队

早在2002年 2月时，还不
到30岁的徐聪便被查出患有鼻
癌。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并未
将曾是一名军人的徐聪击垮。
在身体尚未痊愈的情况下，徐聪
便放弃了组织的照顾，主动要求
到一线工作。工作上的努力付
出，也让徐聪得到了认可。
2003年1月，他被四川省委、省
政府表彰为“省政法战线先进干
警”。2005年8月，他被公安部
评为2003-2004年度全国优秀
人民警察。

在与癌症的抗争中，徐聪占
据了上风。但他的身体机能和
抵抗力相较以前，出现了明显下
降。作为一名成年男子，长期以
来，他的体重甚至没有超过100
斤。

9月底，2019四川国际航展
在德阳广汉机场举行，考虑到徐
聪的身体状况，领导和同事都建

议他休息。但徐聪仍然像大部
分时间一样，来到了一线。

“当时接到通知，到广汉市
公安局前方指挥部开第三次安
保演练部署会。他下车的时
候，我突然看见他手扶着车子
的后视镜。我问他怎么回事，
他说头有点晕。”督察支队警员

陈亮记得，在将徐聪扶到休息
室休息一段时间后，徐聪的脸
色越来越苍白。随即，陈亮和
另一名同事将徐聪送往德阳市
人民医院救治。

急诊科的初步诊断结果吓
了陈亮一跳：徐聪血液中的氧含
量已低至正常人的 40%。随

即，徐聪被转入重症监护室进行
插管治疗。在进一步诊断中，徐
聪被确诊为肺部感染。几天后，
徐聪被转往上级医院救治。10
月21日晚，经全力医治无效，徐
聪永远离开了他热爱的警队，生
命定格在了44岁。

加班值班是常态
父亲形容他为“工作狂”

儿子徐聪的不幸离世，给徐
光礼带来了沉痛一击。他用了
一个词来形容自己的儿子——

“工作狂”。
在徐光礼的印象中，自儿

子徐聪 1996 年参加公安工作
以来，全家人在一起吃的团年
饭仅有两三次。“平时节假日不
在一起吃饭无所谓，但在春节
这个传统节日，也很难聚在一
起吃一顿饭。他把休假的机会
都让给别的同事了，自己却选
择值班。

徐光礼还记得，有一次，徐
聪在训练中受伤骨折。“前三天
都去上了班，后来同事看见他实
在不行了，强行将他送到医院治
疗。”徐光礼说，出院后，医生让
徐聪在家休养半个月。但没有
想到的是，徐聪第二天就回到
了工作岗位上。

在徐光礼看来，儿子有时候
甚至显得有点不近人情。在与
癌症抗争中，徐聪的身体大不如
前，家人经常提醒他要注意休
息，但得到的大多数回复都是

“你们不要管空事”。
在单位，领导和同事也多次

提醒徐聪注意休息。“但他总说，
先把这个事情干完了，我再休
息。”同事陈亮回忆，徐聪常常
5+2、白加黑地工作。

在突发疾病住进重症监护
室后，徐聪不能言语，只能靠呼吸
机维持生命。在家属探视期间，
副护士长刘丽记得，徐聪在小白
板上写字与家属进行沟通。“他写
的是，让家人帮他请假。家属当
时说，‘你都病得这么严重了，我

们晓得给你请假，你不用担心。’
然后，他又在上面写下不要让儿
子知道他的病情。”

严管警察队伍
同时又维护民警正当权益

徐聪生前所在的督察支队
工作相对有些特殊，他们是“管
警察的警察”。“管警察的警察首
先要事业忠、作风实、言行正、纪
律严。 自己都做不到，还凭什
么要求别人做到？”徐聪曾这样
说道。

这项工作的特殊性，徐光礼
也有体会。“儿子回家从来不谈
工作。同事来找他谈工作，都会
让我们家人回避。”徐光礼说。

公安督察坚持一把尺子一
个标准，敢于挑刺、善于挑刺，既
要有不怕得罪人的职业担当，也
要努力做到不因查纠问题而打
击基层士气 。在督察岗位上，
徐聪常常带头到全市公安各基
层科、所、队，实地开展明察暗
访，对督察中发现的违规问题当
场进行查纠和记录。对指出的
问题整改不力或同样问题再次
发现的，则会进行全局通报。在
规范队伍建设的同时，也让民警
的履职能力得到提高。

徐聪曾说：“在做好啄木
鸟的同时，还要当好警营护林
人。民警依法规范执法受到
诬告的，要挺直腰杆维护民警
权益。”

2012年 10月，一张“胖哥
警察打人”的图片被多个网站转
发和评论 。徐聪顾不上吃午
饭，便和同事赶赴所在县局，仔
细查看现场监控录像、照片，并
联系图片中当事民警了解情
况。通过多方调查和取证，查明
该网帖图片中的警察被人恶意
用修图软件修改。及时的维权
正名调查，让当事民警很快卸下
了心理包袱。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王攀王祥龙
德阳市公安局供图

废旧单车如何处理？资源如何实现
回收利用？

10月22日，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探访成都两家共享单车仓库发现，
共享单车废旧损坏问题仍然突出，但是
目前已经采取维修再利用等措施，防止
资源浪费。

换下来的坐垫堆积如山

在成都武青西三路，有一间哈啰单
车仓库。

仓库大约3000多平方米，里面摆放
了大量的哈啰单车，“今天这里停放了
600多辆单车，这些单车都是损坏了来这
里维修的。”仓库管理员罗师傅介绍。

现场有几名维修工人正在对车辆进

行维修。“单车的损坏，主要是车轮变形，
坐垫、龙头、链条坏了等，我们就是每天在
这里把坏了的单车修好。”一位师傅说。

这个仓库，主要吸纳青羊区、武侯
区、高新区和双流区这四个区域内损坏
的哈啰单车。“平均一天拉进来五六百辆
坏了的单车，全部要维修。每天有8名修
车师傅进行维修，白天把单车修好了，晚
上就拉出去投放，供第二天使用。”罗师
傅说。

在仓库的一旁，维修换下来的损坏
坐垫、车轮非常多，堆积成了一座小山。
罗师傅说，这仅仅是一个月损坏的坐垫，
大概有五六千个，现在摆放在这里，等着
再回收利用。

罗师傅透露，他在这里工作已经有

几年时间了，单车损坏的情况还是比较
严重，他希望大家都能爱护共享单车。

维修后再次回收利用

在成都文昌西路，记者探访了摩拜
单车的仓库。

这个仓库比较大，占地面积约4000
平方米，最大存量10000辆单车，每天出
入库量约3000辆左右。

仓库主管介绍，这是成都地区比较
大的共享单车仓库，主要在这里进行单
车储存、维修，“有20多名维修师傅在这
里对损坏的单车维修，修好之后再投放
使用。”“绝大多数单车可以进行修复，进
行二次使用；而替换下来的零件则进行
回收，解决了共享单车再利用问题。

城管委：加强监管每周一巡查

10月24日上午，成都市城管委市容
处处长李健在接受华西都市报、封面新
闻记者采访时说，按照规定，废旧单车回
收管理主体责任是单车企业，企业应该
履行主体责任，回收报废车、僵尸车等废
旧车辆，减少对城市市容环境的影响。

《成都市废旧互联网租赁自行车清
理回收管理办法》分别明确了政府、企业
和社会的责任。“企业建立回收仓库，由
废品回收企业上门回收，同时行业主管
部门加强指导；政府管理部门即城管委
落实检查，每周一巡查，每月15日集中
清理，并出具对企业的考核成绩，督促落
实；区（市）、县城市管理部门根据属地管

理原则，及时督促企业清理回收废旧单
车。”李健说。

“我们抱着审慎的态度，要求企业加
强运维管理，要及时调运废旧单车。目
前，每个企业单车规模不一样，清理数量
有多有少，我们每天都在督查清理情
况。”李健说，“近日，成都市城管委调研
组实地调研各单车企业废旧单车清运回
收开展情况，我们了解到企业采取设立
仓库、维修工维护等措施组织了废旧单
车的回收，企业也对零配件集中存放，钢
材、橡胶分类进行回收。下一步，企业自
身加强回收处理，我们主管部门还将进
一步加强管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陈静 实习生刘柯辰

11月1日起，成都市将全面停用
社保卡（磁条卡），并全面启用第三代
社会保障卡。第三代社会保障卡新增
了不少公共文化服务功能，其中成都
图书馆首创的社保卡免注册作为读者
证，自4月23日世界读书日开放服务
以来，已使成都市所有激活社保卡的
市民成为全市公共图书馆的有效读
者。因此项服务，成都市公共图书馆
的持证读者总量与全市服务人口的比
例已跃居全国第一。

社保卡作为读者证
原押金陆续退还

社保卡免注册作为读者证服务开
放后，成都图书馆随即通过线下+线
上联合发布公告，展开原读者证退还
押金工作。通过缴纳押金办理成都图
书馆读者证的读者，凭相关证件即可
办理押金退还手续。

记者了解到，成都图书馆有押金
的持证读者共109235人，截至目前，
已退押金人数为56256人，仍有超过
50000名读者未退还原读者证押金。

“看到可以退还押金的消息后，我
就拿着证件过来把押金退了。工作人
员还告诉我以后可以直接刷社保卡借
书，我们家小孩也可以用她自己的社
保卡来借书了，这项服务非常便民。”
正在办理退还押金手续的王女士说。

创新服务方式
助力成都打造书香城市

除能使用第三代保障卡借阅图
书外，成都市各区县公共图书馆（现
已开通14个，预计年底全面开通）、
20家城市阅读空间、24小时街区图
书馆服务点、成都图书馆·成都数字
图书馆均可利用“电子社保卡”“电
子借阅证”等方式进行书籍借阅。
年龄低于十六周岁的儿童和青少年
可直接持社保卡到图书馆借书，不
用再使用家长的证件；已领取并激
活具有金融功能的社保卡的持卡
人，可在天府市民云、支付宝、银联
云闪付等经过安全授权的APP申领
电子社保卡，读者到图书馆借阅窗
口出示人社部统一的电子社保卡二

维码，即可进行扫码借阅，享受到更
加便捷的创新服务。

基于人社部门参保数据全覆盖、
社保卡用卡行为全过程记录等信息
数据和图书馆业务自动化管理系统
数据的融合应用，成都图书馆对使用
社保卡认证的读者群进行了服务数
据的收集、整理，分析出读者的借阅
习惯、年龄构成等，为市民提供更加
精准的服务。

成都图书馆馆长肖平说，“每个市
民都是图书馆的天然注册读者，成都
图书馆将不断创新服务方式，提升广
大群众的文化自信，助力成都建设书
香城市和全民阅读示范城市。今后，
我们还将结合更多新技术，不断为市
民带来更优质的服务。”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薛维睿

用社会保障卡借阅归还图书，极大地方便了市民。

徐聪（左）对警察执法是否规范开展督察。

徐聪到基层走访群众。

徐聪

与癌魔抗争 年
那位“管警察的警察”倒在工作一线

全国优秀民警、德阳市公安局督察支队支队长徐聪因病离世，年仅44岁

10月 24日早上8点，小
雨淅淅沥沥，德阳市殡仪馆
内哀乐低回，悲伤的情绪笼
罩在数百民警的脸上。他们
来到这里，送别自己的战友
——德阳市公安局督察支队
支队长徐聪最后一程。加上
亲属、朋友、群众等，当天共
有上千人到场送别。

9月底，在参加2019四川
国际航空航天展安保演练部
署会时，徐聪突发疾病，被同
事紧急送往医院救治。10月
21日晚，虽经全力医治，徐聪
还是不幸离世，年仅44岁。

10月23日，公安部发来
唁电，对徐聪同志离世表示
哀悼。唁电中这样写道：徐
聪同志参加公安工作以来，
爱岗敬业，忠诚履职，勇于担
当，工作成绩突出，先后被评
为“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四
川省政法战线先进干警”，多
次立功，以实际行动践行了

“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
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

超50000人尚未办理退还读者证押金

成都图书馆喊你“领钱”

● 成都城市管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