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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车行
●和谐租车.18980999553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6188★85147988

声明·公告
●夏琛迪身份证 (号：510104199�
909141887)于2018年2月6日遗失，
遗失之日起非本人使用造成后果
与本人无关，特此登报声明。
●成都东来新业贸易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已向公司登记机关申

请注销登记， 请债权债务人自见
报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其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高新区金五门火锅店因发票
遗失类别代码051001700107， 红
字发票23589257、23589252�特此
声明作废。

声明公告
拍卖公告
生活资讯
商务信息

为您服务
100元一行 每行13个字

特别提示：使用本栏目信息请核查相关法律法规依据及合法有效证件
四川鼎立律师事务所 法律咨询热线:� 028-86510148

86511885� � 86621326
QQ： 2413397691� 、 2374450247、 3073856424、 847451695�

红星路二段159号成都传媒集团一楼大厅内右侧
提示：本专栏未授权任何机构或个人在任何网站发布广告代理事宜。欢迎客户在ＱＱ上留言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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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之后，就是植树节了。记者昨日从
市绿委办了解到，成都全域59个全民义务
植树点位已经规划完毕。据介绍，这59个点
位涵盖成都所有区（市）县，为历年来单次发
布点位数量最多的一次，“平均每个区（市）
县就有2个点位”。

今年59个全民义务植树点位公布

植树，正在成为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目标的落地工作之一。记者了解到，今年59
个全民义务植树点位共分为三类，含植树造
林点位29个，绿地树木认建认养认捐点位
25个，绿地树木抚育管护点位5个。

其中，认建认养认捐绿地树木点位较往年
有大幅提升，数量从去年的13个增至25个。具
体而言，提供给市民群众、社会团体参与的活

动点位，全部为规划绿地和公共绿地，例如高
新区清水河、锦江区荷塘月色、青羊区瑞星路
等。浣花溪公园还提供认养树木100余株和绿
地认养活动。价格为单位600-800元/株/年；
个人100-300元/株/年。成都市植物园也提供
认养树木约2000株，由认养人（团体）自行到
植物园选择自己喜爱的树木，认养关系确立
后，悬挂认养人名称及祝语的标牌，并颁发认
养证书和“植物园之友”年卡。

与全域增绿、天府绿道建设紧密结合

“古树也将纳入本地认养认捐活动。”根据
今年2月修订的《成都市认建认养认捐绿地树
木实施办法》，为加强古树保护管理，明确可将
古树纳入个人、企业认养范围。在此次发布点
位中，相关区县将部分古树纳入认养认捐，将

有力增强市民群众爱绿护绿意识。
值得注意的是，春季义务植树还与成都

全域增绿、天府绿道建设紧密结合——此次
发布的点位，有八成都来自于全域增绿和天
府绿道的建设项目。通过组织开展多层次、多
形式、全覆盖的全民植绿、爱绿、护绿活动，正
符合了市委关于“三治一增”推进全域增绿的
工作部署。

您可登陆成都市园林局门户网站“国土
绿化”专栏、或在通过微信公众号“绿满蓉
城”查询植树点位具体情况。成都市绿委会
办公室咨询电话：61884521。

想植树的市民朋友，可以通过查询选
择合适的植树地点后，与植树点位的工作
人员联系沟通，按照植树点位活动安排参
与义务植树，亲手为大规模绿化成都行动
出一份力。 成都商报记者 邹悦

“大家好，我是五年级六班的姚云瀚，我
分享的主题是：城市文化，少年接力。”5日，在
泡桐树小学的开学典礼上，姚云瀚作为学校

“公益创客小达人”的代表之一，分享了自己
的公益项目和故事。据了解，从去年12月开
始，自姚云瀚有了到宽窄巷子去担任义务讲
解员的念头以后，他便迅速行动，自己准备讲
解稿，然后自己到宽窄巷子寻找有需求的游
客，为他们进行义务讲解。到目前为止，他已

“服务”了近50组游客，并且还在学校组建了
自己的讲解团队，让更多同学参与其中，接力
城市文化宣传。

宽窄巷子历史为何？
询问过大多数游客都答不上来

泡桐树小学与成都市著名景点宽窄巷
子非常近，放学后，穿过游人如织的宽巷子
去搭乘地铁，是姚云瀚每天的回家路线。而
现在，他在穿过这条熟悉的回家路时还多了
一个“任务”——找一组游客，为他们义务讲
解宽窄巷子的历史故事。

说起这样做的初衷，姚云瀚说，那其实
是一闪念的事情。去年，作为青羊区“熊猫课
程”的项目学校之一，泡桐树小学开发了 3
个篇章的“熊猫课程”系列读本，其中重点介
绍了宽窄巷子的建筑文化。通过学习，姚云

瀚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他突然觉得，自
己应该做些什么，才能让独具魅力的宽窄巷
子建筑被更多人了解到。

这时，他想到曾经在宽窄巷子拍宣传片
时，他做过一个调查，询问游客对宽窄巷子历
史文化的了解，然而大多数游客连最基本的
都答不上来，于是，他想到了要去宽窄巷子义
务担任讲解员，利用每天放学回家的时间，为
一组游客做讲解，“每天最多也就耽误半个小
时的时间，并不影响什么。”姚云瀚笑着说。

讲解稿出了四个版本
目前团队已吸引11名成员

“宽窄巷子是一处清朝遗留下来的古街
道，今年刚好300岁……”5日下午，姚云瀚和
同班同学马昊洋结伴来到宽窄巷子，开启了
新学期的第一次讲解。相比一些景区的专业
解说词，姚云瀚的讲解更显创意，不仅讲了宽
窄巷子的历史故事、建筑文化、名人轶事等，

还大胆与游客聊起了“穿越”。姚云瀚在老师
和爸爸的指导下，已经修改了至少四个版本
的讲解稿，内容和形式也越来越优化。到目前
为止，他已在学校拉起一支有 11 名成员参
与的“宽窄巷子义务讲解组”，同学们在经过
培训以后，会轮流在放学后到宽窄巷子为游
客进行讲解。

收获颇多
被拒绝练就强大心理

虽是义务讲解，但也不是每一位游客都
有这样的需求，加上孩子们的小小年纪，也很
难让人产生这是一项“公益服务”的信任感。
记者在现场看到，姚云瀚的新学期第一讲也
并非一帆风顺。在经历了多次被拒以后，来自
乌鲁木齐的张女士终于欣然接受了孩子们的
讲解，并且一路与他们有问有答，交流愉快。

一起同行的还有来接孩子放学的姚云
瀚爸爸。姚爸爸说，谈到收获，他认为孩子能
够在这种被反复的拒绝中，练就强大的抗挫
心理，同时，也能在与陌生人愉快的交流中，
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友善。姚爸爸说，他会
继续支持孩子的行动，让孩子成为城市文化
传播的小小使者，为自己生长在这座城市而
感到骄傲。

成都商报记者 张瑾

“照身份证照片，胡子不能太长哦。”3月2日
下午，双流公安分局办证中心民警老崔带上照相
机、指纹采集仪、背景布等装备来到73岁的付玉
凡家中，为行动不便的他上门办理身份证。当付
玉凡简单整理仪表准备拍照时，细心的老崔发现
付大爷的胡须太长，不符合拍照的要求。

在老崔的提醒下，付大爷儿子从家中翻出
一把剃须刀，笨拙地给父亲剃胡子。见其手法
生硬，老崔上前一把夺过剃须刀，干净利落地
给付大爷剃起了胡须。三五分钟后，胡须修整
完成，付大爷笑呵呵地对着老崔说：“剃得很干
净，比我自己弄得好！”

老崔帮助老人剃胡子的一幕被拍摄下来
上传至网络，温暖了不少网友的心。

市民求助：
7旬父亲行动不便 身份证过期了无法办理

“我父亲腿脚不方便，无法到办证中心办
理身份证怎么办？”2月27日，一名男子在办证
中心大厅里打转，满脸焦虑，民警立即询问其
需要什么帮助。男子付刚告诉民警，自己父亲
的身份证过期，无法购买农村医疗保险，需要
更换，可是父亲已经 73 岁，腿脚行动不便，平
时都坐轮椅，而家距离挺远的。

“你放心，我们可以提供上门服务。”在得
知付刚家中情况后，民警立即告知他，公安局
有便民服务措施，针对所有行动不便的市民以
及社区、学校等提出要求的，都可以提供上门
服务，办理身份证信息采集工作。听完民警解
释，付刚终于放宽了心。

上门办证：
胡子太长不符合要求 民警当场剃胡

3月2日下午3点过，民警老崔带着上照相
机、指纹采集仪、电脑等设备来到距离办证中
心十几公里外的付玉凡家，儿子付刚将坐在轮
椅上的父亲推到门口。与老崔同行的辅警拿出
白色背景布，站到付大爷身后，付大爷随即摘
下帽子，准备拍照。“不得行，您胡须太长了，不
符合身份证照片的要求。”正准备拍摄时，细心
的老崔发现付大爷的胡须已经有两三厘米长。

付大爷的儿子跑进家中翻出一把剃须刀，
看着付刚生疏的手法，老崔上前表示自己可以
帮忙修剪。说完，老崔拿着剃须刀不慌不忙地
给付大爷剃起了胡须，三五分钟后，胡须修整
完成，付大爷摸了摸下巴，笑呵呵地说：“剃得
很干净，弄得好！”接着，付大爷满脸笑容地拍
下了身份证照片，采集好指纹，顺利办好了身
份证信息采集。

民警感叹：
第一次遇到 以后考虑将剃须刀带上

3月5日，成都商报记者辗转找到了这位
民警，他叫崔朝刚，是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分局
办证中心的民警，他在办证中心工作了11年。
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自
己只是顺便搭了把手。”

不过，他坦言，这也是第一次遇到上门办
证需要剃胡须的状况，“平时，大家约好时间后
都会提前打理好仪容仪表，这次经历，也提醒
我工作上要更加仔细，有条件的话将来上门服
务时把剃须刀带上。”2017年5月，老崔被评为

“全国优秀人民警察”，成为了双流分局有史以
来首位获此殊荣的民警。

成都商报记者 张肇婷（图据网络）

今年植树节 市民植树越来越方便

植树点位历年最多
还可以认养古树

部分植树活动点位
■成都高新区玉成乡义务植树点
联系电话：85316991
■锦江区荷塘月色植树点
联系电话：18080090778
■青羊区瑞星路植树点
联系电话：17358507185
■金牛区凤凰山公园植树点
联系电话：87705425
■武侯区武侯大道植树点
联系电话：85067126
■成华区龙潭寺植树点
联系电话：84364988
■龙泉驿区茶店镇植树点
联系电话：13881931808
■青白江区杏花村植树点。
联系电话：18113043103
■新都区香城湿地植树点
联系电话：18190897095
■温江区寿安镇植树点
联系电话：82627329
■双流区西航港植树点
联系电话：13980808233

部分认建认养认捐点位：
■成华区成华公园
联系电话：83334533；84364988
■锦江区塔子山公园
联系电话：86783348
■浣花溪公园
联系电话：87394199
■成都市植物园
联系电话：81141788

成都公益小创客接力城市文化
宽窄巷子来了群小学生讲解员

暖心！
民警上门办身份证
连带帮7旬老人剃胡子

3月7日、11日放映安排（主城区及天府新区每周三、周
日放映，二三圈层区（市）县每周日放映）：

影片名为《祖宗十九代》，放映影城包括太平洋影城（春熙
店、王府井店、川师店、新城市店、金沙店、沙湾店、金色海蓉店、
武侯店、紫荆店、蜀西店、温江店、龙泉店、新津店、崇州店、彭州
店、都江堰店、邛崃店、简阳德盛店）、万达影城（锦华店、金牛
店、成华店）、峨影1958电影城、和平电影院、卢米埃影城（龙湖
店）、东方世纪影城、星美学府影城、339电影城（新时代高塔）、
影立方773IMAX影城、保利国际影城（奥克斯店）、星美国际
影城（戛纳店、双流店、蒲江店）、越界影城郫县店、中影飞尚国
际影城、青白江英凰影城、九州国际影城、西岭国际影城等。

（注：个别影院因节目原因会存在放映影片与影讯不符，请
以实际放映为准）了解详细信息请关注官方微信“文化成都”。

公益电影影讯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全国联销“排
列3和排列5”第18057期 排列3中
奖号码：252；排列 5 中奖号码：
25234。●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8025期开奖结果：前区07、08、
09、15、34 后区 07、08。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3D”第2018057期开奖结果：977。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
“七乐彩”第2018025期开奖结果：
基本号码：19、08、15、09、30、21、18，
特别号码：01。（备注：以上信息以开
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3月5日下午放学后，姚云瀚（左）和马昊洋（中）在宽窄巷子对游客进行义务讲解

成都市民带孩子在植树节种树 本报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