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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钦红遗失建筑类工程师职称证01130111227声明作废

刊登
热线15023163856
重庆市江北区郭家沱小学校遗失重庆市

非税收入统一票据00007894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医大附三院麻醉药品、第一
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原件不慎遗失，现
声明原购用印鉴卡声明作废，特此公示！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2020年5月25日

遗失丰都县益鑫石业有限公司公章
一枚编号5002307012780声明作废

重庆梦芝源家具有限公司梦芝源家具生产线建
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第一次公示：根据（环境影
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部令第4号）的要求对重
庆梦芝源家具有限公司梦芝源家具生产线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进行第一次公示内容如下：
一、建设项目概况：项目名称：梦芝源家具生产
线建设项目；建设单位：重庆梦芝源家具有限公
司；建设地点：重庆永川工业园区港桥工业园笋
桥组团内；项目投资：9000万元。项目性质：新
建。劳动定员：170人，工作制度：全年生产
300天。二、联系方式：1、项目建设单位及联系
方式：建设单位：重庆梦芝源家具有限公司；联
系人：唐总；联系电话：13594217174；地址：重
庆市永川工业园区笋桥拓展区。2、环境影响评
价单位：单位名称：重庆景临生态环境科技有限
公司，联系人：熊工；电话：023-67343841，邮
编：401120，地址：重庆市龙溪街道金山路5号
加州一号公寓6-11；3、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
接：在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编制过程中，
公众可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关的
意见，公众可登录该链接下载公众意见调查表，
网络连接：https://pan.baidu.com/s/1sZrk
_GZnc1V2SEoQnbzMAQ提取码:g7t6
重庆梦芝源家具有限公司 2020年5月25日

清算公告：重庆市九龙坡区铜罐驿镇童乐幼儿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07588933185W）拟
将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单位清算组提供有效凭据，办理债权债务清
偿手续。逾期不予受理。特此公告。联系电话：
18323569873联系人：邝凡妮 2020年5月27日
清算公告：重庆市九龙坡区西彭镇树民村幼儿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07660880170G）拟
将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单位清算组提供有效凭据，办理债权债务清
偿手续。逾期不予受理。特此公告。联系电话：
18323569873联系人：邝凡妮 2020年5月27日

清算公告：重庆九龙坡区西彭镇宏达阳光幼儿园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500107660880189D）拟
将注销，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登报之日起45日内
到本单位清算组提供有效凭据，办理债权债务清
偿手续。逾期不予受理。特此公告。联系电话：
18323569873联系人：邝凡妮 2020年5月27日

两江新区王长清桶装水经营部遗失烟草专卖零售
许可证正本，许可证编号:500105121609，声明作废

声明:遗失恒大地产集团江津有限公司开给魏华平623栋-
1601契税收据，编号N009709金额25249.65元。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拓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2019年
12月19日颁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60P7GQ8U、公
章一枚（编号不详）、财务专用章一枚（编号
不详）、法人丁文私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经重庆恺森灯具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500222MA60C25941）股东决定，拟将注册
资本从2019万元减少到500万元，根据《公司法》规
定在登报之日起45日内，请债权人到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2020年5月27日
注销公告：重庆市嘉沃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00222MA5U4P1W1X）经股东会决
议，本公司拟将注销，根据《公司法》规定在登报之
日起45日内，请债权、债务人到本公司办理债权
债务清偿手续。特此公告。 2020年5月27日

重庆农夫菜农业开发有公司（500903696561067）税务登记证
正副本遗失，营业执照（500901000109205）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杨秀兰保险执业证02000150000080002014052336作废

遗失重庆恒大基宇置业有限公司开给金碧物
业有限公司重庆分公司恒大城A1-306、307租
赁保证金收据J0004501金额5670元,作废

遗失重庆银建出租汽车服务中心渝B9T958规费收据
（2020年1月19日至2月18日）：（收据号：9063217），作废

声明:深圳市旬彩养老服务有限公司江北分公司
遗失盖有公司财务专用章的三联手工收据一本，票
据号是8927781–8927800，共20张，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轩豪装饰工程有限公司遗失工商银
行重庆李家沱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452
36601账号3100026409201133525，声明作废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关于《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送达公告
渝税三稽公〔2020〕4号

重庆奥仕德商贸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6761041922）：
我局对你单位涉税事项已检查完毕，因你单位不在注册经营地生产经营、联系不到法定签收

人，《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无法直接送达及邮寄送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实施细则》第一百零六条之规定，现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税
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渝税三稽罚告〔2020〕69号），主要内容如下：

一、税务行政处罚的事实依据、法律依据及拟作出的处罚决定:你单位在与贵州恒隆祥伟业商
贸有限公司、贵州乔云商贸有限公司没有业务往来的情况下，通过资金回流的方式取得了贵州恒隆
祥伟业商贸有限公司虚开的1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开具时间：2015年6月22日，发票代码：
5200141140，发票号码：01001812-01001822，合计金额：1,025,641.03元，合计税额：174,
358.97元，价税合计：1,200,000.00元）及贵州乔云商贸有限公司虚开的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开
具时间：2015年9月16日，发票代码：5200143130，发票号码：00133174-00133180，合计金额：
687,179.49元，合计税额：116,820.51元，价税合计：804,000.00元）。你单位于2015年6月将上
述贵州恒隆祥伟业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的11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认证抵扣增值税进
项税额174,358.97元，并于2016年9月作了进项税额转出。你单位于2015年9月将上述贵州乔
云商贸有限公司开具的7份增值税专用发票向税务机关申报认证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116,820.51
元，并于2016年8月作了进项税额转出并补缴滞纳金17,931.95元，于2016年12月补缴城市维护
建设税8,177.44元及滞纳金1,713.17元、教育费附加3,504.62元、地方教育附加2,336.41元。你
单位将上述18份增值税专用发票于2015年度结转了主营业务成本366,547.44元，于2016年度结
转了主营业务成本390,630.20元。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
十二条第二款第（二）项之规定，属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的行为。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拟对你单位处罚款50,000.00元。

二、你单位有陈述、申辩的权利。请在我局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到我局进行陈述、申
辩或自行提供陈述、申辩材料；逾期不进行陈述、申辩的，视同放弃权利。

三、若拟对你单位罚款10,000.00元（含10,000.00元）以上，你单位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可自
收到本告知书之日后3日内向本局书面提出听证申请；逾期不提出，视为放弃听证权利。
联系人：沈白航、田杨 联系电话：63510190地址：重庆市渝中区较场口88号得意商厦A座2311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满30日，即视为送达。
国家税务总局重庆市税务局第三稽查局 2020年5月25日

认尸公告
2020年5月24日在长寿区码头碛长江水域发
现一具男尸，尸长1.65米，约25岁，穿浅褐色
长袖衣服、蓝色牛仔裤、白色运动鞋，请知情人
与长江航运公安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认尸公告
2020年5月23日在巴南区麻柳嘴镇南坪坝长
江水域发现一具男尸，尸长1.75米，约40岁，
穿短袖衬衣、黑色袜子，请知情人与长江航运
公安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认尸公告
2020年5月22日在江津区东门码头长江水域发
现一具男尸，尸长1.7米，约30岁，穿左红右黑夹
克、蓝色牛仔裤、黑色皮带、黑色白边运动鞋，请知
情人与长江航运公安局重庆分局联系：63770249。

重庆第一中学校友会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副本
遗失，登记证号515000005040294217，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经股东决定，重庆壹客壹家公寓管理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5MA5YXN
TW6L，拟将注册资本由2000万元减少为1850
万元。请债权债务人于公告之日起45日内到我
公司申报债权。特此公告！2020年5月27日

遗失重庆俊治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公
章壹枚(编号5001068162173)、财务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068162174)、发票专用
章壹枚(编号5001068162175)声明作废

声明：重庆腾斌市场营销策划中心遗失
中国工商银行重庆市朝天门支行开户
许可证：核准号J6530080777401账号
3100020709200360797，声明作废。

公 告
彭红梅：

根据《重庆市南岸区医疗保
险协议机构和医保医师违规违约
记分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第
二款第一项、《重庆市南岸区医疗
保障领域严重失信“黑名单”管理
暂行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相关规
定，我局决定对你医保医师记分
一次性扣除12分，取消医保处方
权，三年内不得重新申请医保服
务资格。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南
岸医保（2020）事告[18]号事先告
知书。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决定，可在公告期满后起5个
工作日向我局提出书面申辩，逾
期未申辩视为无意见。

重庆市南岸区医疗保障局
2020年5月27日

公 告
赵素琼：

根据《重庆市南岸区医疗保
险协议机构和医保医师违规违约
记分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二条第
二款第一项、《重庆市南岸区医疗
保障领域严重失信“黑名单”管理
暂行办法》第五条第一款相关规
定，我局决定对你医保医师记分
一次性扣除12分，取消医保处方
权，三年内不得重新申请医保服
务资格。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南
岸医保（2020）事告[18]号事先告
知书。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经
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决定，可在公告期满后起5个
工作日向我局提出书面申辩，逾
期未申辩视为无意见。

重庆市南岸区医疗保障局
2020年5月27日

张焕友遗失由重庆两江新区第二人民医院开具的《重庆市住院
医药费专用收据》编号000385812，金额4154.60元，特此声明作废

刘纲、曹偲旂之子刘轩陌2014.10.13在重庆市江北区三博
长安医院出生《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304418声明作废

遗失2016.12.21核发的两江新区龙兴镇蓉蓉土特产经营部
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JY15001120024333，声明作废

遗失2016.12.21核发的两江新区蓉蓉土特产经营部食
品经营许可证副本：编号JY15001120024278，声明作废

本人张宇波(身份证号码510211198001251212于
2018年3月06日购买重庆鲁能大置业有限公司、南
岸区兴糖路80号附8号4-15房屋，现由于本,不慎
将本套房屋开具的代收、代缴收据(票据号3068)金
额为(13792元)遗失，现本人特此声明原收据作废。

公 告
唐定容的继承人及相关权益人：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政府已于2019年12
月3日作出《关于茄子溪片区旧城改建项目国有
土地上房屋征收决定》（大渡口府发〔2019〕24
号），唐定容名下重庆大渡口茄子溪街道制材一
村4幢37-1-2号房屋（产权证号为102字第
010157号）位于该项目征收范围内，需依法征
收。因唐定容已去世，现依法向其继承人及相
关权益人公告送达四川恒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
估有限公司就该房屋做出的《房地产估价报
告》。请唐定容的继承人或相关权益人自本通
知登报之日起60日内到大渡口区住房和城乡建
设委员会或茄子溪街道办事处领取该报告，逾
期视为送达。如对评估结果有异议，可自评估
报告送达之日起10日内，书面申请复核评估。

大渡口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联系电话：023-68082995
茄子溪街道办事处
联系电话：023-68953529

大渡口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0年5月27日

遗失秦政.男.2013.10.10出生证编号N500046845作废
遗失李晨曦.女.2017.9.28出生证编号R500179979作废
遗失雷开国510230197805016458.高燕510228198301

181022之女雷迎莹于2008.7.15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作废
遗失奉节县兰正花卉种植专业合作社组织

结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55405363-0作废
遗失丰都县益鑫石业有限公司公章

一枚编号5002307012780声明作废

遗失荣代高和钱淑琼之子荣誉2005年5月31日在重庆医
科大学附属永川医院出生医学证明编号F500119261作废

遗失重庆市渝北区岚渝建材经营部在工商银行渝北龙
兴支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30053175501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雷岚物流有限公司渝D18299

车lC卡500224012690声明作废

重庆火车站退休职工梁明昭（身份证号510212195109
260017）遗失2011年9月26日核发的退休证，声明作废

本人罗茆丹遗失重庆金牌橱柜预付款收据
编号6849壹份，金额壹仟元，现声明作废。

本人姚疆红不慎遗失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收据）4
号码（2017）NO:006126705金额 600元整，声明作废

遗失川外重庆南方翻译学院张树林学生证1807180405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和平物业分公司营业执
照正本和副本，注册号：5000001907417成立日期2002
年07月03日，核准日期2005年03月30日，声明作废。
遗失重庆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和平物

业分公司公章壹枚，声明作废。

遗失李金宝、王小满之女李欣怡在重庆市梁平区妇幼保
健院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T500045580声明作废。

遗失文平、邓红之子文凯義在重庆市梁平区中医院
出生的出生医学证明，编号O500208833声明作废。

重庆顺冠商贸有限公司渝中区解放碑英利大融城分
公司遗失2017年6月28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3MA5UNUJQ4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重庆家宽装饰工程有限公司奉节分公
司，遗失公章，(编号：5002369818939)声明作废。

重庆青松实业公司印刷厂,注册号为9150010600929
2177L，2017年5月2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遗失作废

重庆龙翔汽车租赁有限公司遗失网络预约出租汽车渝
AL9U71道路运输证（渝交运管渝字500103055472号），声明作废

遗失秦彦熙.男2014.1.28出生证编号Q5000086419作废

遗失2017.6.8核发的重庆斯易欧商务咨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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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重庆市园林设计工程建设公司、重庆加煜

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双方的股东会决定，前述2家公
司吸收合并。合并后重庆市园林设计工程建设公司
存续，重庆加煜乐市政工程有限公司注销。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债权人自
公告之日起45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
相应的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
的，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023-67800249
联系地址：重庆市渝北区松桥路24号。

2020年5月27日

遗失声明：丰都县兴义镇长沙社区居民
委员会遗失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特别法
人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55500230MEA3053804,颁发
时间：2019年09月12日，声明作废。

遗失丰都县门球协会在重庆农村商业银行的开户许可证,
编号653000960925核准号J6694000890401,声明作废

沙坪坝区世纪华联西永超市遗失食品经营许可证
副本，许可证编号：JY15001060108266，声明作废。

“云办公”让她“变相加班”拿不到加班工资咋办？
律师建议，张女士可根据劳动合同、考勤记录等提起劳动仲裁，要求用人单位按《劳动法》规定支付加班工资

“张女士的经历，应该是很多朋友们的
经历。”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精神分析师谭
朝霞表示，张女士的遭遇，也许会对她的心
理造成不良影响，建议应该做好心理疏导。

同时，她认为，作为公司人力资源管理
部门，用人力资源心理学的方式，对员工进
行人性化管理还是很有必要的，对企业对员
工发展都比较有利。

谭朝霞提取张女士的问题关键语：“原
以为一切都很好很正规……却连连遭遇‘变
相加班’”、“没完没了的线上开会，开到凌晨
……被迫早起”、“双休变单休……没有加班
工资”。

“我们发现这是现实生活和工作中多重
趋避冲突引起的心理矛盾和冲突，如果长期
被迫这样承受冲突而不去处理，势必会产生
生理、心理的耗竭，对身心健康无益。”

据介绍，多重趋避冲突指同时有两个或
两个以上的目标，每个目标各有所长、各有
所短，分别具有吸引和排斥两个方面的作
用，引起当事者难以抉择的心理状态。

譬如说，遇到这类“变相加班”时，我们
可以冷静思考、梳理一下：我的职业生
涯规划是怎样的、这个变相加班
是长期性的还是短期性的、对
于工作的期待是否存在理想
和现实严重不吻合、付出与
收获是否一直这样失衡
（这里我们要考虑显
性 收 获 和 隐 性 收
获）、工作成就与自
我关照的矛盾冲突有
哪些，等等。

这样思考、梳理的目
的让我们客观面对现实，明
白自己身处多重趋避冲突
时，我们如何调节、调剂，理解
自己多大程度上可以通过调
节、调剂自己的心理状态获得
平衡。

“如果这类的变相加
班确实让我们的生理、
心理感到荷载过重，
身心极度疲惫、处在

失衡的临界点，重新做工作的选择也是一
个自我保全策略，起码，选择在哪里工作是
一个主动性的心理状态，这可以让我们身
心健康；从主动性的心理状态这个视觉，我
们又可以思考，如果不做新的选择，在这个
比较尴尬的现实面前，我们再次回到前面
的梳理中，重新检视自己的心理动力能力，
在心理层面化被迫转为主动，这样我们应
对事情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我们在额外付
出时间、精力时的评价和自我感受也不一
样了。”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张旭

律师“不给加班费”违法
“加班是劳动者经常遇到的情形，就连一些

知名企业的老总都提出了‘996’的工作时间。”重
庆渝万律师事务所陈继才律师表示，这其实是不
符合劳动法的规定的。他介绍，《劳动合同法》第
31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
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用人单
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
支付加班费。

《劳动法》第41条规定：用人单位由于生产经
营需要，经与工会和劳动者协商后可以延长工作时
间，一般每日不得超过一小时；因特殊原因需要延
长工作时间的，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
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三小时，但是每月不得超
过三十六小时。

《劳动法》第44条规定：安排劳动者延长工
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150%的工资报酬；
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
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法定休假日安
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工
资报酬。

陈律师表示，像本案张女士提到的这种没完
没了的加班，实际上已经违反了每日不得超过一
小时，因特殊原因不得超过三小时的规定，并应按
150%支付延时加班费；“双休变单休”属于周末加
班，应支付200%的工资。如是法定节假日如五
一、国庆等时间加班，应支付300%的工资。张女
士可根据劳动合同、考勤记录、会议记录等提起劳
动仲裁，要求用人单位按上述规定支付加班工资。

起早贪黑、周末泡汤……最近，重庆市
民张女士遭遇了职场的“变相加班”。

张女士说，作为有着多年职场经历的资
深人士，她没想到会在新公司遭遇这样的事
情。而且，她更没想到是，自己供职的是一
家上市公司，“我原以为一切都比较正规，没
想到……”

“云办公”让她没法下班
29岁的张女士有着多年的职场经历。

去年底，她入职了一家上市公司重庆分部，
负责辅助负责人运营的相关工作。

因为是上市公司，付给她的薪酬还可
以，她满怀期待，希望在新公司有一番作
为。为此，张女士也是把多年职场积累的经
验、知识储备调动起来，希望在公司好好地
干下去。

可是，今年以来，她却发现公司越来越
“得寸进尺”。

疫情期间，公司实行云办公，张女士也积
极配合。可是，她渐渐发现，所谓的“云办公”
其实是没有确切的下班时间，“只要老大想到
一个点子，头脑风暴，他是一句话交代了，我
却要马不停蹄地去落实，忙得脚不沾地。”

领导动动嘴，下属跑断腿。那段时间，
张女士本着对工作和公司的憧憬，还是坚持
了下来。“虽然很多时候都是熬夜到凌晨；有
时候先睡了个觉，半夜三四点起来接着做。”

张女士说，她特别理解公司刚刚成立，
分部负责人需要表现，自己作为辅助人员，
辛苦一点似乎也“没得啥子”。

“变相加班”还没有工资
这种辛苦，一直持续到“云办公”结束，

恢复正常的上下班，她才觉得，自己终于有
了休息的机会。

后来，她发现这种“变相加班”并没有随
着正常上下班而结束，而是愈演愈烈。

先是没完没了的线上开会，开到凌晨；
接着是被迫早起，公司9点上班，她要在7点
左右起床做工作；再后来是全公司周末开
会，她工作岗位特殊，要拿出一整天时间做
会议内容的准备，双休变单休。

最要命的是：没有加班工资，只有白
干！张女士刚入职不久，不好找领导提这
事，这些情况，也成了她的一块心病，缠绕
着她，“感觉做什么都没有意义，看不到未
来，看不到希望。”

各
方
说
法

HR “要么走，要么忍”
遇到这类“变相加班”，职场人士到底该怎么

办？有没有好的办法？
对此，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采访了多位

资深HR，得出的结论是“要么走，要么忍”。
“太难了！”一位不愿意具名的HR说，从实际

操作来看，用人单位处于强势地位，被雇佣者处于
弱势地位，双方原本就不对等，沟通能够起到的作
用有限。

该HR表示：“如果你暂时是不能替代的，你
可以说不；但是如果你可以被替代，不好意思，按
照实际情况来看的话，很多问题无法避免。”

所以，张女士的情况，“要么看在钱的分上，
忍忍；要么就换一家。”

心理专家 应该做好心理疏导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自6月1日起，渝
中区警方将在辖区范围内全面开展相关整治
行动，集中查处骑乘摩托车不佩戴安全头盔、
驾乘汽车不使用安全带的交通违法行为。那
么戴头盔对于摩托车司机来说有多重要？我
们可以从警方公布的这些案例中得知。

追尾小车头盔“救”了他
20日上午8点过，渝中区交巡警朝天门

大队接群众报警，称在渝中区嘉滨路附近发
生一起摩托车追尾小车事故，摩托车侧翻倒
地，所幸驾驶员佩戴了头盔，没有造成大的
伤害。

民警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事故摩托车倒在
一侧，而摩托车驾驶员则坐在地上，被追尾的
黑色小车尾部有轻微擦痕。经询问摩托车驾
驶员伤情并无大碍后，民警及时撤除了事故现
场，恢复了路面正常交通秩序。

经过了解，事发时黑色小车沿嘉滨路行

驶，在人行道前遇红灯减速停车，其后方摩托
车因未保持足够安全车距，刹车制动距离不
够，直接撞上了小轿车右后侧的保险杠，摩托
继而失控引发翻车事故。摩托车驾驶员张某
倒地后，头部及身体贴地滑行了两三米距离，
差点撞上路沿，所幸事故发生时张某佩戴了安
全头盔，只是造成头盔破损，手臂、腿部有轻微
擦伤，但整体并无大碍。

摩托车驾驶员张某驾车未按交规要求靠
右行驶，且未与前车保持足够安全距离。最
终，民警依法判定摩托车驾驶员张某承担事
故全部责任，并对其违法行为给予了严厉批
评教育。

这起事故中，摩托车驾驶员佩戴了安全头
盔，有了基本的安全防护措施，有效减轻了身
体受伤程度。

不戴头盔遇车祸头破血流
21日上午10点过，渝中区和平路发生摩

托车与小车碰撞事故，摩托车驾驶员未佩戴头
盔，前车刹车后摩托制动不及，车辆撞上时，驾
驶员脸部碰撞到前车玻璃，造成身体多处擦
伤，鼻血不止。

这起事故中，摩托车驾驶员没有戴头盔，
事故发生时，被撞击或倒地瞬间，头部最易碰
到硬物或地面，因没有头盔保护而直接受到撞
（碰）击，一般情况下伤势会较重。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降低死亡风险
渝中区交巡警方面介绍，调查数据显示，

摩托车、电动自行车驾乘人员死亡事故中，约
80%为颅脑损伤致死。有研究表明，正确佩戴
安全头盔、规范使用安全带，能够将交通事故
死亡风险降低60%至70%。所以在关键时刻，
头盔和安全带是保护我们生命安全的重要装
备和基础防线，绝不可轻视。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谭遥

摩托车追尾小车，头盔“救”了他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规范使用安全带，能够将交通事故死亡风险降低60%至70%

车祸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