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躲2万债务4年没回家过年
日照一男子思家心切，端午回家被法警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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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 2 万元的债
务，男子外出躲避 4
年，过年都不回家。6
月 1 2日凌晨，他回家
了，结果被东港法院的
执行人员堵在了自己
的墙头上，不得已男子
只能乖乖签署了，履行
保证书。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王裕奎 通讯员 胡轩铭
张晓燕 李隆财 ) 日照街
道邱某为躲2万元债务，竟然
在外地务工4年，期间不论春
节还是中秋，都没有回家过。
今年端午节，思家心切的邱
某回家了，没想到被蹲点的
法警抓住。

2006年，邱某拖欠张某
房屋租赁费 2 万元迟迟不
付，张某无奈之下将邱某诉
至法院。2009年3月26日东港

法院判决邱某限期付给张某
房屋租赁费，然邱某到期仍
未履行，张某于2009年5月25

日申请强制执行。
邱某为规避执行，竟与

法官玩起了“躲猫猫”，到外
地做建筑工人，甚至连中秋
和春节都不敢回家过节，致
使该案一直拖延未结。

6月1 1日，东港法院的
法警再次来到邱某所在村，
经过摸查，了解到邱某之妻
费某近几日一直在为过节

做着各种准备，并包了大量
粽子给亲人分发，法官推测
邱某回家过节的可能性极
大。

6月12日凌晨5点，执行
法官便来到邱某的住处布
控，不一会执行法官就听到
院落内有异响，随后发现被
执行人邱某正跨在自家院西
墙的墙头缺口处，欲再次逃
跑，法警马上上前，将邱某控
制住。

被执行人邱某被带到

法院后，仍以无钱和家庭
困难为由拒不履行。执行
人员经过大量劝解和教育
工作，被执行人邱某终于
从其姐姐处，将从单位带
回的工资款7 0 0 0元交到法
院，剩余款项经与申请人
张某协商，张某同意邱某
分期履行。

6月12日上午9时许，双
方在法院达成和解履行协
议，申请人张某拿到了 7000

元执行款和履行保证书。

开报废车刹车还不好用
拉着怀孕妻子上高速
日照一男子见到交警后，驾车逆行被拦下

本报 6 月 19 日讯(记者 徐
艳 通讯员 林勇) 开着刹车
不好用的报废车、挂着假牌照，
拉着孕妇就上了高速，见到民警
竟然逆行逃窜。最终被日照市交
警高速公路大队莒县中队民警
给截住了。

19 日上午 10 点，日照市交
警高速公路大队莒县中队民警，
正在日兰高速西湖出口执勤，突
然一辆黑色桑塔纳车逆行往回
逃窜。民警也马上驾车追截。

因为逆行，情况非常危险，
民警不断通过喊话器让其靠边
停车检查，在行驶了几百米后驾
驶人也意识到危险只好靠边停
车。

经民警检查，驾驶人王某系
日照本地人，打算开车到西湖老
家。在接受检查的时候，驾驶人

王某辩称是因为走错路才想逆
行往回走的，但民警并不相信。

在民警让其出示驾驶证、行
驶证时，驶人王某哆哆嗦嗦地从
车内翻出了驾驶证、行驶证，但
民警一眼就看出王某所持行驶
证系伪造证件。

后经民警查询车辆发动机
号以及车架号均无法显示车辆
信息，随即判断该黑色桑塔纳轿
车为报废车辆，该车所挂牌照鲁
D42***也为假牌照，见事实没
有办法继续隐藏下去，驾驶人王
某只好说了实话。

“这车什么手续也没有，是
我托朋友花钱买的报废车，我妻
子怀孕了，今天我是想把她送回
老家的。”王某说。

经民警检查，这车不但已经
报废，“而且刹车基本上不管用，

这在高速公路上行驶非常危
险。”执勤民警说。

最终，按照规定将对驾驶报

废车辆的王某处拘留15天，吊销
驾驶证，罚款3000元的处罚，并
扣留该报废车辆。

南湖中心卫生院已建立健康档案3 . 8万份

将建微信群服务慢性病患者
本报记者 司路清

病房有连廊

方便老年患者
“这个仿前苏联建筑的办公

地点是1975年建成的。”南湖中
心卫生院院长许华说，整个南湖
中心卫生院共三排房屋，呈东西
方向建筑，三排房屋被一个南北
连廊贯穿。“这种布局，即使下雨
时，病人也不会被淋到。”

记者看到，该院房屋从外表
看，有着红色的瓦片，房身用方

方正正的石块垒成，外表已经被
涂上黄色的漆。“去年十月份，为
了保证每个房间的透风度、透光
度和保温，我们将卫生院内所有
科室和病房的窗户都改成了铝
合金窗户。”许华说，“镇里中老
年患者比较多，这样省了老年人
爬上爬下的了。”

药物零利润销售

电子处方收费透明
自 2011 年 1 月 1 日实施医

改以来，南湖中心卫生院所有
药品通过省药品集中招标采购
平台统一采购、统一配。卫生院
基本药物品种有 4 2 6 种，其中
国家基本药物有 2 7 7 种，省增
补药物 1 4 9 种，全部实行零利
润销售。

许华介绍，他们医院现在药
品价格下降约 50% ，次均门诊、
住院费用分别下降了约 30% 和
45% 。“现在我们都是开电子处
方，收费透明，做到规范报销、即
时报销，保证了每位患者在当天
就能拿到新农合补助基金。”

增加 6 处卫生室

建重点人群档案
为了使村卫生室的管理进

一步强化，南湖卫生院在原来 31

处一体化卫生室的基础上，增加
了 6 处卫生室。

每季度根据乡村医生服务
的工作数量、质量及其服务对
象的满意度定期进行评价考
核，对出现的问题进行督促指
导改正。

根据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
务规范，为 0-6 岁儿童、孕产妇、
65 岁以上老年人、高血压、糖尿
病、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六类重点
人群免费查体，建立健康档案，
已建立健康档案 3 . 8 万份。

“根据计划，7月份，我们将
开通微信群，主要针对糖尿病、
高血压这类慢性病的人，每周进
行饮食、天气变化注意事项等方
面的提醒。”许华说。

无偿帮工受伤
被帮一方应赔偿

本报6月19日讯(记者 王裕
奎 通讯员 李红 刘斌) 五莲
一男子无偿帮石材厂老板干活，
不想却造成八级伤残。法院判定
石材厂赔偿男子68483 . 25元。

2011年11月的一天晚上，五莲
县某石材厂工人魏某正上夜班，
另一家石材厂请他过去帮忙帮忙
更换锯石锯片，在更换锯片的过
程中，魏某不慎被脱落的锯片砸
伤腿部，造成右胫腓骨骨折，住院
治疗20天余天，经法医鉴定构成
八级伤残。

后因为损失赔偿问题未能达
成一致，魏某将对面石材厂的老
板李某告上法庭，要求赔偿各项
经济损失共计7万余元。

五莲县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魏某受邀请无偿帮助更换锯石机
锯片，与李某形成帮工关系，魏某
遭受人身损害的，被帮一方的李
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五莲法院遂一审判决李某赔
偿魏某残疾赔偿金、误工费、护理
费、二次手术费等经济损失共计
68483 . 25元。

判决后，石材厂老板李某不
服原判，上诉至日照市中级人民
法院，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后
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
分，判决结果正确，应予维持。2013

年3月26日，遂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73岁老人日照走失

民警助其回老家
本报 6 月 19 日讯(记者 徐艳

通讯员 丁舒强) 家在江苏患
有老年痴呆的老汉在日照走失，边
防民警多方查询终于帮助老人找
到了家。

6 月 18 日下午 4 时许，小海边
防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老沿
海路栈子路段有一名老人坐在路
边，神情呆滞，可能是迷了路。

民警到现场后发现，老人衣着褴
褛，蓬头垢面。经过简单询问，发现老
人说话逻辑混乱，有些神智不清。

民警见状，随将老人带回了派
出所。在派出所，民警为其简单地
准备了食物，但老人依旧说不清自
己的住址等信息。这时，细心的民
警在老人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张纸，
纸条是柘汪镇响水村卫生室的处
方纸。

民警经过多方查询，找到了
响水村支书的联系方式，并最终
找到了老人的家人。当晚9点40分
左右，响水村的书记和老人的两
个儿子来到了派出所，见到老人
后热泪盈眶，连连对在场民警表
示感谢。

据老人的儿子讲，他们是江苏
赣榆人，姓宋，父亲 73 岁，曾经当
过兵，现在患有老年痴呆症，17 日
早上出去后一直没有回家，家里人
多次寻找无果，已经报了警。

临走的时候还上演了一段小
插曲，老人走时，他从民警小张的
头上摘下帽子戴在自己头上，严
肃地行了个军礼，做完这些后，跟
着儿子开心地走了。

南湖中心卫生院始建于 1957 年，占地面积 22
亩，建筑面积 4163 平米。全院现有职工 64 人，为切实
服务好患者，南湖卫生院还将建立微信群，为慢性病
患者提供跟踪服务。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民警将报废车扣留。通讯员 林勇 摄

全面开展
安全生产月排查

为全面掌握设备的真实状
况，及时排查整治设备存在的隐
患，有效预防和控制设备事故的
发生，确保电网稳定运行，国家电
网山东莱西市供电公司在6月份
全面开展系统内安全生产月排查
整治活动。对隐患及时进行整理，
充分了解设备的运行状况。

(张仁强)

扎实提升
农网管理水平

近日，国网山东莱西市
供电公司结合供电所管理
问题排查工作的开展，认真
分析农电管理工作中的不
足，研究、探索科学的管理
模式，积极推进农网标准
化、规范化管理。

(刘文龙)

运维班备战
迎峰度夏防汛保电

5月13日，国网山东莱西市供电
公司针对夏季易发强对流天气、外力
破坏等事件，极易造成多回路同时跳
闸，严重威胁系统安全。220千伏运维
班充分估计迎峰度夏期间台风、雷
暴、洪涝、地质灾害、外力破坏可能对
电网安全造成的影响，积极备战迎风
度夏防汛保电工作。

(吕海滨)

基层调研
探索出实效

国家电网山东莱西市供电公司自
实施供电所管理提升工作以来，公司
领导下基层、调研问诊、完善机制促管
理，随之规范的一些应急机制在实际
的工作中已经开始发挥出应有的作
用。切实解决了供电所管理中存在的
问题和基层管理中的所求、所需、所
想，促进立公司管理提升更加完善。

(张仁强)

疏导交通

守护安全

6月15日，国网山东莱西市供电公司
“女子善小团队”成员走进城区10kV冷库
线施工现场，义务疏导来往行人及车辆，
保护了市民的安全，维护了良好的施工
环境。

(邢宪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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