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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民政工作会议提出

逐步提高生活不能自理
的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

本报金江1月18日电 （记者陈卓斌 刘操
通讯员刘小勇）今天下午在澄迈县召开的2018年
全省民政工作会议提出，今年我省将在加快全省
低收入居民家庭经济状况核对平台建设的同时，
推进特困人员供养服务机构改革，采取公建民营、
委托经营、购买服务等多种方式，引入专业化的社
会力量参与机构管理运营，逐步提高生活不能自
理的特困人员集中供养率。

会议透露，今年省民政厅将修订我省《临时救
助实施办法》，全面推进“救急难”工作，引导社会
力量参与医疗救助；落实我省四部门《关于积极推
行政府购买服务加强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务能力
的实施意见》，指导各市县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切
实提高基层社会救助经办服务能力；开展困难群
众基本生活救助绩效评价，督促指导各市县充分
发挥困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协调机制作用。

据介绍，2017年全省共有558个城乡社区开
展居家养老服务，比2016年增长21.3%。今年，
省民政厅将继续推进养老服务业“放管服”改革，
其中包括指导海口市开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
革试点；支持以乡镇为中心整合资源，健全养老服
务设施和服务网络；推动建立养老机构综合责任
险制度，扩大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覆盖范围。

■ 本报记者 良子

在路上，人们经常能见到大货
车号牌被灰尘蒙住、车尾灯破损的
情况，这给夜间在高速公路上行驶
的车辆带来安全隐患。

记者今天从省交警总队了解
到，2017年全省发生涉及货车适用
一般程序处理交通事故469起，因
前车未“亮尾”而后车未保持安全车
距造成的追尾事故占40%左右，且
时间集中在凌晨1时至6时。

“货车不按规定粘贴反光标识、
尾灯不亮或过亮特别容易引发交
通事故，尤其是晚上在高速公路
上，后车看不清前车的后尾灯或反
光标识最容易引发重大交通事
故 。”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新闻发言
人周平虎介绍。

2017年 8月2日晚，当事人牛
某涛驾驶货车，搭载郭某、刘某持沿
海屯高速公路由琼中往海口方向行
驶，追尾碰撞到前方由当事人陈某
新驾驶的超载货车，两车不同程度

损坏，当事人牛某涛、刘某持受伤，
乘车人郭某当场死亡。而陈某新驾
驶的货车未“亮尾”是造成事故的原
因之一，负同等责任。

2017年1月12日晚上，当事人
陈某昌驾驶中型货车，搭载李某科、
徐某居由琼中往儋州那大镇方向行
驶时，追尾碰撞因故障停放在路边
由当事人王某弟驾驶的重型货车尾
部，造成陈某昌、李某科当场死亡，
徐某居经抢救无效死亡，两车不同
程度损坏。而王某弟所驾车辆未

“亮尾”，是引发事故的主要原因，负
事故主要责任。

据了解，本次行动，省交警总
队要求各地交警组织执法小分队
在重点区域、重点路段、重点时段
开展流动巡逻和机动执法。尤其
是在高速公路出入口、服务区查处
灯光不全、尾灯不亮、反光条破损、
车尾污盖等“黑尾”车辆，在高速路
加强巡逻管控严查货车野蛮驾驶
违法行为并依法处罚。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

去年全省大货车交通事故469起，不“亮尾”引发事故占四成

为了安全，请远离不“亮尾”大“祸”车！

海南举办共青团与人大代表、政协
委员面对面座谈会

探讨青年婚恋
与家庭公共服务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王玉洁 通讯员
黄堂泽）今天上午，2018年海南省“共青团与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面对面”座谈会在海口举办。座谈
会上，一份由共青团海南省委完成的《关于加强青
年婚恋和家庭公共服务的调研报告》（以下简称
《调研报告》）称，在海南，未婚者心理压力大，婚恋
最大困难是交际面窄，其中25岁以下男性压力大
于女性。

这份《调研报告》指出，当前青年的婚姻与生
育年龄都有所推迟，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家
庭形态也发生很大变化，青年婚恋与家庭公共服
务成为热门话题，做好青年婚恋工作，不仅影响青
年的健康发展，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围绕这一话题，省人大代表、省政协委员以及
来自各企事业单位的青年代表展开交流与探讨，
诉说青年普遍的诉求，多角度提出建议和对策。
他们认为，政府部门、群团组织及社会力量要引导
青年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和家庭观，规范婚恋行业
发展，建立健全青年婚恋工作的组织领导体系和
工作推进机制，发挥职能部门作用，发挥共青团桥
梁纽带作用，共同促进青年婚恋相关政策的优化
完善。

“跪地为晕倒老人实施急救最美背影”找到了，原来是海南医学院毕业生

专业之上，更有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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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看“跪地为晕倒老人实施急救最美
背影”是海南医学院毕业生

码上读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王身坚

这几天，一段手机拍摄的视频在网
络上引发热议。许多媒体和网友都在
寻找，视频中那个“最美背影”究竟是谁。

视频显示，日前，江西省景德镇市
某小区里，一名老妪突然晕倒在操场
上，并且很快出现呼吸微弱、口吐白沫
等症状。正当人们手足无措时，一个
身披羽绒服，脚上只穿着拖鞋的女孩
从附近居民楼疾步跑下，双膝跪地为
老人实施院前急救，成功地在救护车
抵达之前帮老人恢复了自主呼吸。

自始至终，女孩没有露脸，只留给
人们一个背影。

经过几天寻找，视频中的“最美背
影”终于找到了——记者今天了解到，
这个20岁的女孩叫江蕙仪，去年从海
南医学院毕业，入职景德镇市第二人
民医院。

问及救人的初衷，她直言没有更
多考虑：“我是医务工作者，理应去做
这件事。”

为了救人
她不顾自身安危

“她做这件事情，我并不感到意

外。”曾玉是江蕙仪在海南医学院的班
级辅导员。

她还记得，江蕙仪的学习成绩一
直名列前茅，“也许跟她母亲在特殊教
育学校工作有关，她是一个特别有爱
心的女孩，学校组织的志愿活动基本
都会参加。”

仔细看了网上流传的视频，海南
医学院急诊创伤学院党委书记陈晓松
为江蕙仪点赞：江蕙仪在施救过程中，
不仅对老人实施了胸外按压，还在老
人口吐白沫的情况下对其进行了口对
口的人工呼吸。

陈晓松说，从专业的角度，在实施
院前急救时，如果没有呼吸膜等保护
物，施救者完全可以只做胸外按压，避
免感染可能存在的传染类疾病，“为了
达到最好的急救效果，她克服了很大
的心理障碍，体现了高尚的医德。”

急救规范有效
需要良好的职业素养

“江蕙仪的急救动作规范有
效，需要非常扎实的专业技能和良好
的职业素养。”陈晓松分析，“那天景
德镇天气寒冷，她始终坚持跪地施
救，十分不易。要知道，曾有人在酷

暑天气跪地施救，导致两个膝关节破
皮且二度烫伤。”

江蕙仪告诉记者，之所以能够成
功对老人实施急救，得益于她在海南
医学院就读期间接受了应急救护培
训。不只是她，从这所高校走出的每
一个毕业生，都要接受此项培训并考
取救护员证。

海南医学院红十字会指导老师张
华介绍，从2011年10月起，该校就与
海南省红十字会联合开展应急救护培
训，截至目前已经为社会培养了2万
余名持有救护员证的志愿者。

医者仁心
善行义举不断涌现

7年的坚持，让海南医学院一批
又一批师生具备了专业的防灾减灾、
自救互救等应急救护基本技能。他们
向社会提供的志愿服务、宣讲活动，更
是让部分社会公众掌握了最基本的应
急救护知识和技能。

陈晓松说，更重要的是，通过日常
教学和应急救护培训，该校师生进一
步接受了生命意义教育，“懂得生命、
尊重生命、敬畏生命”。

如他所说，这几年，像江蕙仪一样

行善救人的学生在海南医学院不断涌
现——2009届毕业生胡家叶在海口
街头救助昏倒老人，被誉为“海口最美
女医生”；2016届毕业生张振平在公
交车站帮摔倒老人止血，送老人就医
并为其垫付了医药费……

正能量的接力棒还在传递——去
年7月，该校2015级学生焦蓉在返校
的火车上听到广播呼叫医务人员，毫

不犹豫地向患者所在车厢奔去，在专
业医生的指导下为患者实施了长时间
的穴位按压。

“按到最后手都抖了，但还是拼命
坚持，只要能为患者缓解痛苦。”焦蓉
还记得当时的感动，“当患者被送往医
院，我们再度返回车厢时，整个车厢的
人都在为我们热烈鼓掌，心里别提多
暖了……”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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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良
子 特约记者周平虎）1月17日晚，
全省开展“限高、亮尾”专项整治夜
查行动，共出动警力1278人次，警
车359辆次。共查处超载加高车厢
栏板违法行为71起，其中，对超限
超载车辆进行卸货27起，对加高车
厢栏板进行切割43起。查处尾灯

不亮和未按规定粘贴反光标识204
起，对未粘贴反光标识车辆进行修
复100起，对尾灯不亮车辆进行修
复60起。

据介绍，货车改装加高是超限
超载的直接条件，而货车不按规定
粘贴反光标识和尾灯过亮或不亮易
引发追尾事故。

为全力预防和减少因超限超
载、车辆追尾引发的较大以上道
路交通事故，省交警总队自 1 月
11日至 2月 11日，在全省开展为
期一个月的“限高、亮尾”交通专
项整治行动。

省交警总队明确，对载货汽车
加高车厢栏板的，要按照相关法规

罚款500元，并一律责令恢复原状；
驾驶人拒绝自行恢复的，依法强制
切割；所驾车辆属于报废、拼装车
辆的，一律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并
处吊销机动车驾驶证。对未按规
定粘贴反光标识和机动车尾灯不
亮的，要对照相关规定罚款200元
和100元。

我省开展为期一个月的“限高、亮尾”专项整治行动

社会聚焦

罚

海口琼山二小
与上海合作办学
改进学校管理提升学校内涵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叶媛媛）记者从
海口市琼山区教育局获悉，1月17日下午，琼山
二小与上海创高教育管理发展中心共建合作项目
举行签约仪式，海口市琼山第二小学将与上海市
浦东新区竹园小学合作办学，共同实施“学校管理
改进与内涵发展提升工程”，提升学校办学水平。

据悉，上海创高教育管理发展中心拥有顶尖
的项目专家团队，教育理念新，办学经验足。琼山
二小是一所具有90多年历史的老校。此次合作
中，琼山二小将借助上海专家团队的高端引领，打
破发展瓶颈，拓展发展空间，提升学校内涵，改进
学校管理，实现精细化管理、精致化办学，从而促
进学校长足发展。

“这只是一个完美的开始。我们将切实担当
起合作办学的重任，把上海专家团队最先进的管
理理念、最精湛的教学艺术传递到区内的多所学
校。”琼山区教育局局长陈育胜说，两校合作将相
互促进，取长补短，携手合作共创老百姓心目中的
好学校。

本报海口 1月 18 日讯 （记者
计思佳）记者今天从海口市科学
技术工业信息化局了解到，目前
在“椰城市民云”APP 可查询到
的公交实时位置线路由 8 条增至
37条。

据了解，海口将继续加快完善公
交车辆定位数据的采集，在“海口公
交公众号”和“椰城市民云”上增加公
交车辆实时位置查询的线路，预计
2018年春节前可实现所有线路车辆
实时位置的查询。

“椰城市民云”公交实时位置查询线路增至37条
预计今年春节前可实现所有线路车辆实时位置的查询

13岁女孩赌气离家
海口警方成功劝归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邓
海宁）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美兰分
局获悉，今天 19时许，因与家人赌
气出走的女孩 13 岁吴某在警方及
其家长规劝下，已安全回到家中。

据了解，1 月 17 日 16 时 30 分
许，市民李女士到海口市博爱派出
所报警称，1月 16日中午她接到女
儿班主任来电，得知女儿吴某上午
没去上课后，她立即赶往和平南路
女儿的寄宿处找到女儿，但两人谈
心沟通未果，吴某于当天下午赌气
离家出走。

接报后，海口美兰警方高度重视，
组织民警全力查找，确认了吴某出走
后一直与其小姨保持通讯联系。今天
下午，警方根据掌握的相关线索协助
其家人规劝其回家，19时许，吴某已
安全回到家中。吴某表示，因赌气只
是想去同学家住几天，没想到家人这
么担心，对此非常后悔，并表示以后会
好好听父母话，好好学习，不再让父母
担心。

海口警方表示，青春期的孩子性
格比较叛逆，家长在教育小孩时要多
点耐心加强沟通，以免小孩发生过激
行为，青少年如有什么事需外出应与
家长商量，好让家人知道去向，网友看
到类似信息也应谨慎求证、理性转发。

未按规范操作

海口一公交车
撞上南大桥桥墩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邓
海宁 郭萃）记者从海口市公安局交警
支队获悉，今天16时许，海口市公共
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公交二分公司驾驶
员吴某善驾驶琼A598**号公交车从
龙华路右转弯进入龙昆北路时，由于
不按规范操作导致车辆碰撞上南大立
交桥桥墩。

9名乘客不同程度受伤。事件发
生后，海口公交集团相关负责人第一
时间赶往现场协调处理。当时，车上
共有乘客24人，本着对乘客负责的态
度，立即组织车上所有24名乘客全部
到附近的龙华路海医附属医院逐一检
查，9名乘客不同程度受伤，其中2人
伤情稍重，需住院治疗，目前在普通病
房住院，无生命危险。2名伤者均为
男性，其中一名乘客42岁，伤在眉骨，
已缝针；另一名乘客74岁，颈椎和腰
部不适，经检查颈椎和腰部未发现骨
折，因老人受到惊吓，造成血压升高。

其他7名轻微擦碰伤的乘客已
做包扎处理，根据个人意愿，暂在医
院观察。其余15名乘客经过检查确
认没有问题，已自行离开。当天19
时30分，海口市交通局、海口公交集
团负责人赶到医院看望慰问受伤乘
客，并表示歉意，请乘客放心养伤，叮
嘱公司工作人员全力配合医护人员
悉心照顾伤者。

海南慈善项目线上募款
首次突破3000万元

本报海口1月18日讯（记者王黎刚）由海南
成美慈善基金会发起的“爱助事实孤儿项目”今天
在支付宝公益平台上募款额突破3000万元。

2013年，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与支付宝达成
募款合作，成为国内最早一批上线支付宝公益平
台的项目，“爱助事实孤儿”这个项目2014年上线
募款。

海南成美慈善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3000
万元的募款额是一个厚积薄发，逐渐累积的过
程。线上大众捐赠人与传统的慈善捐赠人在捐赠
频次、数额以及习惯上都有着明显的不同，目前线
上募款几乎都是广大网友一分、五角、两元这样小
额捐赠出来的，该项目3000万元的捐款背后是
1400多万大众捐赠人的爱心付出。

事实孤儿又名事实上无人抚养儿童，一般是
指未满18周岁，因父母重度残疾、服刑、重度疾病
等影响，导致理论上有监护人却得不到妥善的抚
养，并且也无法纳入孤儿保障体系的儿童。爱助
事实孤儿项目截至2017年底，已经拓展到全国
18个省份，共计资助6024名事实孤儿，其中在海
南资助1006名。

交警开展统一行动，集中整
治货车不按规定粘贴反光标识、尾灯
不亮等交通违法行为。

（省交警总队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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