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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左转待转区司机朋友
都比较熟悉，可直行待行区却并不
常见。近日，市交警部门在达城西
外金山北路、阳平路路口试点设置
了首个“直行待行区”。司机朋友们
快来看看，这个路口到底该怎么走。

据了解，达城金山北路与阳平
路交叉路口为异形路口，为有效提
高该路口车辆通行效率，市交警部
门通过实地调查和研究分析，在该
路口试点设置了首个“直行待行
区”（路口4个进口方向均增加了直
行待行区和左转待行区，并配套安
装了 LED 待行区提示屏）。下一
步，市交警部门还将根据达州城区
各路口的实际情况，继续推广设置

“直行待行区”，为广大市民创造一
个安全、高效的出行环境。目前，
这个“直行待行区”的标线、LED提
示屏均已完成并投入使用。

那么，什么是直行待行区？应
该怎么走？交警部门相关工作人
员告诉记者，“直行待行区”是在路
口直行车道前端，伸入路口内的区
域施划一条或多条直行待行车道
作为直行机动车的等候区。该路
口的红绿灯杆上安装有 4 块 LED

待行区提示屏，与相邻的信号灯搭
配使用。当信号灯为红灯且提示
屏显示为“请勿进入待行区”时，车
辆正常在停止线前等候。当信号
灯为红灯且提示屏显示为“请进入
待行区”时，直行车辆和左转车辆
可进入“待行区”等待通行，但不能
越过“待行区”的停止线（越线行驶
则为闯红灯的交通违法行为）。当
信号灯为绿灯时，机动车可越过

“待行区”停止线按照信号灯指示
正常通行（此时提示屏一般处于

“黑屏”状态）。其实，对于什么时
候 能 进 入 待 转 区 ，你 只 要 跟 着

“LED提示屏的文字提示”走即可。
驶入待行区后会不会被交通

“电子眼”抓拍呢？目前，实行直行
待行区的路口设置有交通“电子
眼”抓拍系统，部分驾驶员可能害
怕被抓拍，因此在面对“待行提示”
时，不敢进入待行区。在此，公安
交警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进入路
口时务必按照“待行提示”和“信号
灯”的指示通行，只要是规范进入
直行待行区的车辆，是不会被交
通“电子眼”抓拍的。

（本报记者 刘欢 摄影报道）

达城首现“直行待行区”
快来看看怎么走

达州市科普战线好榜样

刘秀品 1946 年 1 月出生于开江县
沙坝乡，1963 年 12 月底参加中国人民
解放军，1982 年底转业到达州日报社
工作。曾任达州日报社党组成员，达州
日报副总编辑，达州晚报首任总编辑、
高级记者，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达
州市作家协会主席团顾问、达州市科普
作家协会理事长。

刘秀品从1965年踏上文学创作之
路，小说《肠子生锈的故事》获沈阳军区
政治部颁发的文艺创作奖。转业到达

州日报社工作后，长期从事科普编辑工
作。1988 年加入市科普作家协会，担
任达州市科普作协法定代表人 20 多
年，在市科协和市文联的具体领导下，
经科普作协领导班子成员的共同努力，
圆满完成了送科普知识上山下乡、给中
小学生上科普知识辅导课、为基层建立
科普图书室、培训科普创作骨干等各项
任务。在全省科普战线，无论是科普文
学的创作成果还是受奖的人数及获奖
档次，都走到全省市州的前列，在全省
市州科普创作协会中，率先出版了内部
刊物《科学星空》杂志。

在领导市科普作协完成日常工作
的基础上，刘秀品带头创作，用科普作
品说话，撰写了法治科普文学《囚徒生
活纪实》《长治久安之路》《车祸猛于
虎》，宣传医学科普知识的长篇纪实作
品《麻风村》《守护精神家园》《白粉女
郎》，全面表现大巴山餐饮文化的科普
作品《餐桌在召唤》（与特级厨师谢永海
合作）、传播孝道文化的长篇纪实作品

《苍天大地》、研究大巴山传统狩猎文化
的长篇纪实文学《巴山猎王传奇》、讴歌
教师伟大的科普长篇《第二父母》（以上
三部作品与达州市科普作家协会常务
理事黄北平合作）等20多部书稿，先后
由中国世界语出版社、中国文学出版
社、中国电影出版社、新星出版社等十
余家出版机构公开出版发行；去年还出
版了科普环保随笔杂文选《仰望星空》，
今年即将出版用真实故事探讨喝酒利

弊的长篇小说《壶里乾坤》。《麻风村》获
四川省报告文学奖；《仰望星空》因用杂
文和随笔的文体宣传环保工作，语言生
动风趣幽默活泼，在全国出版界尚属首
次，带有开创性，受到各界好评。《麻风
村》《白粉女郎》《守护精神家园》《酒鬼
醉话》等多部作品分别在羊城晚报、华
西都市报、成都晚报、宁波晚报、德阳晚
报、自贡晚报、南充晚报、玉林晚报、达
州晚报等 10 多家报纸连载，有的文章
被收入《晚报文萃》《佳作文库》，大大拓

展了科普作品的影响力。
因科普文学创作取得一定成绩，刘

秀品获达州市人民政府第一届文艺创
作奖，第五届四川文学奖，四川省人民
政府和原成都军区联合颁发的“军队优
秀转业干部”光荣称号，还获得四川省
科普作家协会授予的杰出贡献奖。

本报讯 “我们最后作的贡献
就是把遗体捐献了。”近日，在市红
十字会工作人员的指导下，为国家
电力建设奉献了一辈子的张奶奶、
易爷爷老两口在志愿捐献遗体登
记表签上了名字。

5月10日上午，市红十字会工
作人员接到了张奶奶一通问询遗
体捐赠地址的来电，电话那头声音
虽老迈却坚定。待问清情况得知
张奶奶和丈夫打算志愿捐献遗体
后，考虑到张奶奶和丈夫年事已
高，市红十字会立即安排工作人员
上门帮两位老人办理捐献事宜。

工作人员向张奶奶、易爷爷介
绍遗体捐赠注意事项时，提醒他们
遗体捐赠除了自愿、无偿的原则
外，还必须征得家庭子女的同意。
闻言，张奶奶立即拿出手机当着工
作人员的面给远在外地工作的儿
子打电话，她直截了当地告诉儿子
他们要将遗体捐献出来，用于医学
研究事业。老人的儿子没有半分
阻挠，直接告诉张奶奶，“妈妈爸
爸，你们认为有意义的事，你们就

去做吧，我和姐姐永远支持你们。”
随后，工作人员现场指导张奶

奶填写了《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志愿
登记表》，由于易爷爷身体情况不
好，则由张奶奶代为填写。填写过
程中，工作人员与张奶奶和易爷爷
聊起了家常。老两口现均为达州
市电业局退休工程师。张奶奶是
自贡富顺人，毕业后在北京电力设
计院工作了16年，主要从事变电站
土建设计工作，后调来达州电业局
工作至1989年退休。88岁的易爷
爷是重庆人，1953年毕业于重庆大
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力设计院
从事高压电线设计施工工作。易爷
爷一直有回川建设家乡的愿望，毅
然放弃了当时北京的优越条件，支
援三线建设，先后在山西太原、四川
成都等地工作，最后在达州电业局

“落地生根”，为我国大西南电力，特
别是达州的电力基础设施建设作出
了重要贡献。

“我能作的最彻底的贡献就是
把自己交给国家！”易爷爷说。
（本报记者 彭小懿 摄影报道）

“最彻底的贡献就是把自己交给国家”

八旬夫妻双双签订遗体捐赠承诺书

对于计划结婚的情侣们来说，选一
个特殊的日子领结婚证可以给这一天赋
予更多的意义。“520”谐音“我爱你”，因
此选择在 5 月 20 日这一天登记领结婚
证的情侣也格外多。

昨日，达城天空飘着淅淅沥沥的小
雨，但是微凉的天气挡不住达城情侣领
证的热情。早上还未到 9 点，记者在通
川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看到，前来登记

的情侣络绎不绝,已经挤满了婚姻登记
处办证大厅。“选择今天来领证是觉得
这个日子寓意很好。我们早上6点过就
出门了，刚刚7点我们就到这里来排队
了，但是到这里时发现已经有很多情侣
在排队了。”新人谢可祝说。

随后，记者来到达川区民政局婚姻
登记处，看到前来办理结婚登记的情侣
也非常多。临近上午11点时，在三楼办
证大厅排队的队伍从大厅里面一直延
伸到三楼楼梯处。站在队伍前排的陈
成说：“我们已经排队1个多小时了，没
想到人会这么多。”记者发现，还有很多
人为了“520”这个日子，专门从外地赶
回来领证。“我在贵州上班，老婆在达
州，我特地从贵州赶回达城，就是想在
今天领证。因为我和老婆确定恋爱关
系就是 5 月 20 日这天，选择在今天领
证，比较有意义。”李天成说。

每年的11月11日、5月20日、2月
14日是领证最多的日子。”据达川区民
政局婚姻登记处工作人员介绍，早上工
作人员提前了一个多小时上班，提前做
好准备工作，中午不休息，下午延迟下
班，将还没办证的情侣的手续办完。据
了解，针对这次“520”达城情侣领结婚
证的热情，全市启动应急预案，要求工作
人员提前上班，增加延时服务等，从而确
保满意高效的服务。

据统计，截至5月20日下午5点，通川
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共办理结婚登记143
对，达川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共办理结婚登
记212对。全市共办理结婚登记1061对。

（本报记者 罗天琪
摄影报道）

甜蜜“520”达城情侣“扎堆”领证结婚
截至当天下午5时 全市共办理结婚登记1061对

据统计，截至5月 20
日下午5点，通川区民政局
婚姻登记处共办理结婚登
记143对，达川区民政局
婚姻登记处共办理结婚登
记212对。全市共办理结
婚登记1061对。

近年来，市科协围绕市委
市政府工作大局，团结带领广
大科技工作者认真做好科学
技术研究、推广、普及工作，推
动了我市科技创新和自主创
新，促进了达州经济社会的发
展。在今年5月30日“全国
科技工作者日”即将到来之
际，达州日报社联合市科协开
展“礼赞共和国 追梦新时
代”达州科技工作者风采展
示，挖掘我市科技工作者优秀
代表的先进事迹，展示我市科
技工作者风采，向全市科技工
作者致敬。

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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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合作社成员大会研究决定，拟注销“达州市通
川区魏兴镇田园植保专业合作社”（注册号：511702N
A000041X）。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45日内到我专业合作社清偿债务，逾期将按相关
规定处理。

合作社地址：达州市通川区魏兴镇友谊村
清算组负责人：杨祚金
清算组成员：赵均昌、郑永述、范云安
电话：15182802048
达州市通川区魏兴镇田园植保专业合作社清算组

2019年5月21日

清算公告
2019年5月14日20时10分许，G65包茂高速公

路 1423 公里路段处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一名行
人当场死亡。

该名行人：女，身高约150cm，60岁左右，上身外
穿红色格子围裙，里穿黄色长袖外套；下身着黑白碎
花长裤；脚穿蓝色运动鞋，挎一个蓝色书包。

如有知情者，请及时与我大队联系。
联系人：秦警官、何警官
联系电话：0818-6131122

四川省公安厅交通警察总队高速公路五支队八大队
2019年5月21日

认尸启事
减资公告

我公司召开股东会议，决
定将注册资本从5000万元减
到50万元。请相关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45日内到
公司申报。

特此公告
达州市恒茂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2019年5月21日

分 类 广 告

咨询热线：2377273
15182829150（微信同号）
温馨提示：刊登各类广告需提供

相关手续。出生证、学生证等个人证
件遗失可网上办理（周六休息）。

●公告公示●声明启事●商业资讯 根据达州日报社党委决定，达州日报社拟选定2
家合作单位入库，在必要时配合达州日报社举办各类
展演活动及其它面向社会的经营活动。具体要求请
至达州日报网（www.dzrbs.com）“便民”栏目下载查
询，并在招标文件规定时间前，将相关响应文件交至
达州日报社资产管理中心（715办公室）。

联系人：潘峰 18808182510
2019年5月20日

达州日报社
关于经营活动合作单位入库比选公告

刘秀品正在采访刘秀品正在采访

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为两位老人办理捐献事宜市红十字会工作人员为两位老人办理捐献事宜

直行待行区直行待行区LEDLED提示屏提示屏

情侣排队领证情侣排队领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