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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在成都华阳送完最后一趟乘
客后，出租车师傅蒋志在途经天府一街
等待红灯时，发现车后排座位上遗落了
一个黑色背包。包里有一万元人民币，
以及手机、银行卡等重要物品。

蒋师傅会怎么做？10月29日，记者
通过成都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总队了解
到，在发现乘客遗失的物品后，蒋师傅立
即向出租车公司汇报了发现遗失物品的
消息，同时驾车将背包送回公司处理。

次日，失主从该出租车公司取回了不
慎遗落的物品。经清点，包内一件物品都
没少。“我当天在家休息，接到乘客打来的
电话，他一个劲地说感谢，这些东西对他
太重要了。”蒋师傅说，这其实没有什么，
成都一直在打造信用交通，作为驾驶员更
不能给乘客留下不好印象，今后要再遇上
这样的事，依然会物归原主。

装有万元现金背包
被出租车司机捡到

“没想到这件小事，最近被传开
了。”29日，蒋师傅告诉华西都市报、封
面新闻记者，23日凌晨，他从成都人民
南路接到两名乘客后，将他们一路送往
华阳，“两人应该都喝了酒，在他们下车
时我专门提醒要带好随身物品。”

让蒋师傅没想到的是，返程途经天
府一街时，借着路灯光他发现后排座上

“躺”着一个黑色背包，估计是刚才两名
乘客遗落的。

蒋师傅看了看时间，已经是凌晨 2
点过，而且车已经离开很远。“要是调头
回去找，肯定很难找到他们。”随后，他
拨通出租车公司的值班电话，讲清楚了
捡到物品的经过后，便立即驾车往公司
赶，“乘客肯定很着急，我想快点把东西

送到公司处理。”
经蒋师傅所在的城市快车出租汽

车公司清点，这个黑色背包内有现金
10000 元、身份证 1 张、手机 1 部、驾驶
证1本、车辆行驶证3本、银行卡及其他
卡片共计18张。清点完毕后，蒋师傅又
向工作人员仔细讲述了失主的乘车轨
迹，以便值班人员对失主身份信息进行
核实。在处理完这些事后，已接近凌晨
4点，蒋师傅才踏上了回家的路。

拾金不昧
收到乘客感谢电话

“第二天下午，我接到了乘客打来

的电话。”蒋师傅说，电话里乘客王先生
说他已经在出租车公司取回了遗落的
背包，“他是做生意的，里面的银行卡和
材料对他都很重要，在电话里一直在感
谢我。”

据了解，蒋师傅从事出租车工作已
经13年了，在行业里的口碑向来很好，
是个有名的热心肠。今年6月，他在青
羊区培风路跑车时，遇到一个家长求
助，说孩子突发急症但找不到车送医。
蒋师傅二话没说，在保障安全的情况
下，驾车连闯5个红灯，将孩子送往了就
近的妇女儿童医院，让孩子得到及时的
救治。

“这些其实都不值一提。”蒋师傅
说，诚实守信、助人为乐是成都出租车司
机们都该有的品质。据了解，成都近期
进一步加强了“信用交通”建设，积极倡
导在交通出行、运输服务中诚实守信，营
造“做诚信人、走诚信路、乘诚信车”的浓
厚氛围。在交通运输执法部门持续加强
对交通运输行业诚信缺失突出问题治理
的同时，许许多多的“蒋师傅”正在用他
们的实际行动，践行着诚信规范，积极传
递着信用交通正能量。

拾金不昧的出租车师傅蒋志。

遗落在出租车上背包里的现金等物品。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杨力实习生汪麟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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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0—100
空气质量等级：良至轻度污染
成都平原大部城市为优至良，部分城市
为良至轻度污染；
川南部分及川东北部分城市为优至良；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至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PM2.5为主。
（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川渝两地电子信息产业人士10月
29日共聚四川省宜宾市，签署了一系列
高质量协同发展战略合作协议，共建电
子信息产业经济走廊，打造全国重要的
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和全球电子信息高
端研发制造基地。

记者在当日举行的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电子信息产业战略合作签约暨
深化合作峰会上了解到，此次签约涉及
多个层面，既有川渝两地政府主管部门
的合作，也有两地10家行业协会、联盟
的合作，还有企业与行业平台、企业与
企业的合作。

电子信息正成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的先行产业。去年，四川省电子
信息产业主营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大
关，重庆市也超过7000亿元，“合体”后
的产业规模位居全国前列。同时，两地
产业集群关联程度较高、互补性较强，具
备实现高质量协同发展的基础和条件。

“推动川渝电子信息产业相互融
合、技术协同和市场开放，有基础、有潜
力、有前景。”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
会副主任刘忠说。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集成电路与新
型显示、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信息安

全、北斗导航、智能制造等重点领域，深
入开展在集成电路、电子元器件、通讯终
端、汽车电子、电子信息新材料、电子装
备、软件等方面的深度合作，共建电子信
息产业经济走廊，打造全国重要的电子
信息产业基地和全球电子信息高端研发
制造基地。”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副厅
长皮亦鸣表示，未来川渝两地将以提升
产业配套合作、推动技术协作攻关、共
建特色产业集群、搭建合作交流平台、
加强人才培养合作为重点，建立长效合
作机制，加快推动川渝电子信息产业转
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据新华社

川渝共建电子信息产业经济走廊

诚信，让城市更有温度

乘客遗落万元现金
成都的哥完璧归赵

排 列 3 第 20249 期 全 国 销 售
18909278元。开奖号码：700。直选全国中
奖3539（四川416）注，单注奖金1040元；组
选3全国中奖4237（四川291）注，单注奖金
346元。26931220.5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排 列 5 第 20249 期 全 国 销 售
12446896元。开奖号码：70058。一等
奖37注，单注奖金10万元。407302431.66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足球胜平负第20052期全国销售
21971850 元 。 开 奖 号 码 ：
00331103033113，一等奖全国中奖65（四川
3）注，二等奖全国中奖1400（四川74）注。

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0052期
全国销售 160328 元。开奖号码：
001013130033，全国中奖14（四川0）注。

足球4场进球第20052期全国销售
1003944元。开奖号码：03200230，全
国中奖10（四川0）注。

本期兑奖截止日期为2020年12月
28日。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伏建宇）企业党
员廉洁从业是企业科学、健康发展的关键，
企业廉洁建设是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工作的重要一环。为切实增强辖区企业
党员的廉洁勤政意识，使廉洁文化真正转
化为企业党员的自觉行为，10月29日，成
都高新区肖家河街道纪工委组织辖区企业
党员50余人到廉政教育基地邓小平故里
开展现场教学，接受廉政的洗礼。

开班仪式上，同志们敬献了花篮，
深切缅怀伟人，重温入党誓词。

在邓小平故居陈列馆，同志们接受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光辉典范邓
小平》主题宣讲教育，观看《小平您好》
纪录片，使全体党员深入领略到伟人波
澜壮阔的一生，接受深刻的党性党史教
育、理想信念教育、改革开放教育。

随后，同志们还参观了“人生之路，
廉洁守护”党风廉政教育展厅，通过展
览的照片、文物资料、场景复原等，感受
邓小平勤政廉政、严格律己的高尚情操
和光辉历程，以及邓小平同志清廉的家

风和廉洁的实践。
最后，同志们观看了警示教育片

《贪欲铺就的“钱”途末路》，通过以案说
法，党员们进一步意识到要筑牢信仰之
基、防微杜渐、警钟长鸣，永葆自身清正
廉洁的政治本色。

学习结束，同志们纷纷表示，作为
企业的一名党员，不仅要爱岗敬业、为
企业创造经济效益，更要增强使命感、
责任感，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带头知敬
畏，争做廉洁奉公的典范。

强党性、悟初心、育清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