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逛着早市，两老人接连猝死
均有心脏病史，一人经抢救脱险，一人不幸离世

青岛振伟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本公司受青岛信达荣昌置
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依法
公开拍卖如下标的：
一、拍卖标的：

青岛开发区江山南路123

号房产四套(其中一单元501室、
701室，二单元902室、1602室)。
二、看样时间：

即日起与我公司联系。
三、办理竞买手续：

意向竞买人请携带有效证
件及复印件到本公司办理竞买
手续，同时缴纳竞买保证金40

万元(以到帐时间为准)，不成交
者会后退还，不计利息。登记时
间：2013年6月21日9：00-15：00。
四、拍卖时间、地点：

2013年6月25日上午10：00

青岛市闽江路172号软件
大厦905室本公司拍卖厅

咨询电话：0532-85721225
13969808040

青岛市李沧区2012年被确
定为全国免费孕前优生健康
检查项目试点单位，我们九水
路街道为更好的开展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以及随访服务，加
强组织领导，加大投入，精心
组织，结合李沧区密切党群干
群关系的“个十百千万”入户
工程，通过“三抓三到位”扎实
推进项目试点工作，取得了较
好成效，深受计划怀孕新婚夫
妇、孕妇以及产后夫妇的欢
迎。达到了密切提高当党群干
群的关系的同时，提高了计生
服务，让更多的群众感受到了
计生工作转管理为服务的多
重目的和效果。同时，在计划
生育依法行政工作中，坚持实
行“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
直接抓，行政执法人员具体负
责组织实施，并成立依法行政
监督小组负责承担日常的督
促检查工作，为该项工作的深

入开展提供了坚实的组织机
构保证。

一、抓调查摸底，确保目
标人群落实到位。建立了由街
到社区到居民小组的层层负
责的调查摸底工作责任制，明
确各级的摸底工作责任人并
制定严明的工作纪律和奖惩
措施。各级责任人按照标准，
准确锁定目标人群，结合平时
掌握的信息资料，进行逐人登
记、核实、造册、建档并逐级上
报，做到不漏一人、不错一人。

二、抓优质服务，确保对
参检人员的宣传落实到位。充
分发挥优势，结合“个十百千
万”活动平台，街道、社区工作
人员在进行入户走访的同时，
针对由此方面需要的家庭，进
一步进行宣传，并发放宣传
册，带着开好的《免费检查介
绍信》，并动员他们到区计生
服务站享受免费的孕前优生

健康检查。
三、抓保障，确保工作的

落实。为确保参检工作有序进
行，制定了随时抽查督导、和
每季度奖励的制度。由街道专
人负责随时抽取应参检人员
进行电话随访，以督导社区是
否落实了宣传和随访制度。每
季度将各个社区本季度参检
人员名单列出，按照制度机型
奖励兑现，进一步提高各个社
区的工作积极性。

在各级、各部门的共同努
力下，我街道的人口计生随访
服务工作正按计划紧张而有
序地顺利推进。结合着“个十
百千万”这一入户平台，走民
心这条群众路线，得到了群众
的支持，在逐渐改变着群众们
的计生工作就是以管理为主
的观念，慢慢的得到了越来越
多的人的理解，让群众越来越
明白大人口的观念。 (李贝)

九水路街道办事处结合个十百千万工程精心提高计生服务

胶州供电：深入推进女工劳动保护工作

6月16日，国家电网胶州市供电公司举办《女职工劳动保护
特别规定》知识培训活动，近50名女职工参加了培训。全方位的
培训学习，切实增强了广大女职工自我保护意识和依法维权的
能力。 (王晓静)

莱西供电：以点带面带动廉洁高效供电所创建

国家电网山东莱西市供电公司在积极打造廉洁高效供电
所工作中，选择硬件条件相对较好、团队意识较强、积极性较高
的龙水、梅花山、姜山等8个供电所，作为廉洁高效供电所标准化
建设的先锋，以点带面带动廉洁高效示范所创建。 (刘文龙)

平度供电：组织干部职工观看安全警示片

6月8日，平度供电公司组织干部职工观看安全警示片《伤
逝》，再次向职工敲响安全警钟，增强了干部职工安全意识。

(苗风霞)

“三到位”提高李沧计生基层基础管理服务

李沧区人口计生局以基层基础提升和巩固转型发展为主
线，按照信息全覆盖，服务零距离的宗旨，做实做细“三个到
位”，扎实提高了人口计生基层基础工作水平。一是投入到位。
加大人员、信息化建设投入，充实到全区各个城市社区；二是宣
传到位。在全区打造生育文化公园1个，人口文化宣传街42条，灯
箱20余处，户外LED宣传屏9块，在全区形成了浓厚的人口文化
宣传氛围。三是服务到位。第一信息共享，全面做好户籍群众与
流动群众的服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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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南供电：

参加“中国梦·国网情”征文活动

近日，胶南供电参加国网公
司举办的“中国梦·国网情”征文
活动，旨在激发干部员工心系祖
国奉献社会的情感，进一步增强
学习效果。 (张晓虹)

本报6月17日讯 (通讯员 李
旭东 记者 刘腾腾) 看爱子在
车中熟睡不忍打扰，年轻夫妇锁
好车门将一岁的儿子留在车内，
谁知男童醒后见不到父母在封闭
的车厢内不停啼哭。40分钟后，这
对粗心的父母才赶回车旁，赶紧
将儿子抱了出来。

16日，家住洮南路小学体育
馆附近的市民刘先生和妻子开车
带着一岁多的儿子外出，玩了一
天后，儿子在车里睡着了。看儿子
睡得正香，夫妻俩不忍心打扰，决
定先回家，将儿子独自留在车中，
等孩子差不多睡醒时再将孩子接
回家。

谁知，两人刚回家不久，男童
就醒了，见爸爸妈妈都不在，开始
不住地啼哭。担心孩子在车里被
闷坏，路过的市民赶紧报了警。16

日19时50分，镇江路派出所110民
警接到报警后，找到了这辆紫红
色雪佛兰轿车，发现男童正在车
里不停地啼哭，车里没有其他人。
民警上前拉车门，发现四扇车门
均被锁死，只有天窗还开着一条
缝。

民警观察发现，车前风挡玻
璃摆放着一张纸条，上面写有车
主的联系方式，但民警拨打电话
后，手机铃声却从车内传出。无
奈，民警又根据车号查询车主的
联系电话，但拨打后发现电话为
空号。

此时孩子已经在车里哭了近
40分钟，在尝试了多种方法都联
系不到车主后，民警决定找来开
锁师傅将车门打开，先救出男童。
就在此时，刘先生夫妇赶到，看见
在车内不停啼哭的儿子，两人赶
紧打开车门将孩子抱了出来。在
民警的批评教育下，两人这才想
起长春盗车杀婴事件的悲惨教
训，意识到将孩子独自留在车内
的危险，连称后悔。

本报6月17日讯 (记者
杨林) 17日，两名有心

脏病史的老人逛早市时，
先后出现猝死症状被送进
医院，其中一人被抢救过
来，一人不幸离世。医生提
醒，近段时间岛城天气闷
热，容易诱发晕厥、头晕
等，老年人如果不注意防
范容易出现心脏猝死。

17日上午8点左右，一
名60岁的老先生在海泊桥

早市买菜时突发心脏猝
死，城管人员发现后急忙
跑到附近的海慈医院向急
诊室医护人员求救。了解
情况后，医护人员立即赶
到附近的菜市场将病人拉
回急诊室抢救。虽然医护
人员给病人进行了心脏按
压等急救处置，但老人还
是不幸去世了。

让海慈医院急诊科医
护人员意想不到的是，9点

10分左右，67岁的于女士在
海泊河早市买菜的时候也
出现了心脏猝死，老人的
女儿快速拨打120，将老人
送至海慈医院急诊室。经
过医护人员抢救，老人的
心跳呼吸恢复正常，最后
转到重症监护室治疗。

于女士的女儿回忆，
老人以前有心脏病史，这
两天一直不舒服，但是家
人没有在意。17日清晨，老

人在女儿的陪伴下来到菜
市场买菜时，曾抱怨“市场
有点乱”，没想到没过一
会，老人一下子就晕倒在
菜市场旁，她赶紧拨打120

将老人送至医院抢救。
“一上午抢救两名猝

死 患 者 ，而 且 都 是 有 心
脏 病 史 的 老 年 人 ，这 种
情况非常少见。”海慈医
院急诊内科副主任宋永
欣 提 醒 ，近 一 段 时 间 岛

城 天 气 闷 热 ，老 年 人 的
身 体 调 节 能 力 本 来 就
差，闷热、湿度大的天气
会 诱 发晕厥、头晕、脑血
栓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发
生，如果不注意防范容易
出现心脏猝死。特别是有
慢性病或高血压、脑供血
不足等原发病的老年人，
一定要注意按时服药，如
出 现 身 体 不 适 ，应 及 时
到医院检查就诊。

孩子车中熟睡

爸妈独自离开
一岁男童被锁车内40分钟，

大哭惊动110

本报6月17日讯(记者 曹思
扬) 17日凌晨，一女子坐在快速
路与广饶路路口处的人行天桥栏
杆上欲跳桥，民警正在劝说，突然
冲上来一名男子，声称他也想死，
女子情绪突然变得激动，纵身跳
下天桥，造成盆骨骨折。民警正在
做进一步调查。

17日凌晨1时20分，市民张先
生拨打本报热线电话89772345，称
一位年轻女子从东西快速路与广
饶路路口处的人行天桥上跳下，
刚刚送到市立医院本部抢救。

17日8时许，在市立医院本部

急诊科，记者得知受伤女子小徐
(化名)今年25岁，是潍坊来青的打
工者，目前盆骨骨折，暂无生命危
险。对事发经过，小徐和同事均闭
口不谈。

市北公安分局登州路派出
所的民警介绍，17日0时50分左
右，有市民拨打110报警，称有位
女子正坐在广饶路附近人行天
桥外的栏杆处，好像要跳桥。民
警赶到现场后发现，女子已站在
护栏外的平台上，由于雾气很
大，栏杆比较湿滑，民警没有强
行将她救下，而是劝说女子讲出

困难，但女子什么都不说只是哭
泣，不让民警靠近。担心女子冲
动做出傻事，民警联系了消防部
门，消防队员在桥下准备了防护
网和气垫，但女子一直在平台上
来回走动，消防队员很难找准位
置，只能抬着防护网和气垫随着
女子移动。

经过劝说，女子同意民警退
后她便退回，但这时一名男子突
然冲上桥，大喊：“我也想死。”女
子情绪突然变得激动，跳下人行
天桥后摔在马路上。民警控制住
男子后，联系120把女子送到医院

抢救。
17日上午，在登州路派出所，

冲上桥的男子小刘(化名)称，他是
山西人，近日与女友分手，想到父
母都已年迈，父亲得了病，自己还
没成家立业很是自责，16日晚上
在登州路啤酒街喝了不少酒后在
街上闲逛，恰好看到一名女子要
跳桥，一时冲动做出傻事，他事先
并不认识小徐(化名)，没想到会刺
激她。

目前，民警正在对此事做进
一步调查。(奖励线索提供人张先
生50元)

本报6月17日讯(记者 周衍
鹏) 17日一早，在雁山立交桥，
一辆夏利轿车冒失跑上逆行道，
与迎面驶来的一辆金龙商务车
相撞，夏利车司机受伤。据了解，
事故因夏利车司机“一时走神
儿”，跑错车道所致。

“雁山立交桥上有两辆车迎
头相撞，撞得很惨！”17日早6点40

分，市民拨打本报热线89772345反
映，事发雁山立交桥靠近瑞昌路
方向，事故中有一名司机受伤，
瘫坐在路边不敢动。

记者闻讯赶到事故现场，民
警及120医护人员正在现场进行处
理，两辆事故车均横在路中间，占
据了两个车道，造成了严重的堵
车。两辆事故车分别为灰色夏利
轿车和白色金龙商务车，车头均
已严重受损，保险杠脱落在地。夏
利车的车头几乎被撞扁，驾驶室

的安全气囊也已弹出。令人不解
的是，夏利车竟是停在逆行车道
上。

瘫坐在路一侧的夏利车司机
贾某回忆说，事发前他一直沿山
东路由南向北行驶，开到雁山
立交桥上后，由于“突然走神
儿”，方向盘一打转，车就跑到
对面逆行车道去了，等意识到
为时已晚，来不及做出任何躲
闪，就与迎面而来的一辆商务
车相撞。当时他脑子一片空白，
浑身一阵剧痛。事故中，金龙商
务车司机只是受到惊吓，没有
受伤。医护人员通过简单处理
后，将受伤的贾某抬上救护车，
送往附近医院救治。

现场负责处理的民警通过
仔细勘察，初步认定事故因夏利
车违规驶上逆行车道所致，夏利
车应负事故全部责任。

开车一走神 车上逆行道
冒失轿车与商务车迎头相撞，司机受伤

驶上逆行道上的夏利车与商务车迎头相撞。 周衍鹏 摄

路边一声吼 女子跳下桥
失意男酒后添乱，女子受刺激摔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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