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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

西海岸新闻

一一米米长长大大狗狗沙沙滩滩上上扑扑倒倒44岁岁娃娃
幸好未对孩子进行撕咬，开发区警方紧急将大狗清出景区

本报7月23日讯（记者 潘旭
业 通讯员 梁铁君 封凯明）

22日，河北市民姜先生带着4岁
的儿子到金沙滩景区游玩，儿子
正在沙滩上玩球时，被一条突然
蹿出来的拉布拉多犬扑倒在地，
亏未狗没撕咬孩子。开发区警方
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到现场，让主
人将狗带出景区，并协调双方达
成了赔偿协议。

22日10时许，青岛开发区公
安局凤凰岛旅游度假区派出所

接到游客姜先生报警，称自己4

岁的儿子豆豆 (化名 )在金沙滩
景区被一条体型较大的拉布拉
多犬扑倒。接到报警后，旅游派
出所民警迅速赶赴现场，并在
景区东侧沙滩上找到报警的姜
先生，他4岁的儿子正在母亲怀
里哭。

据姜先生介绍，他们从河北
省邯郸市来到青岛玩，2 2日9时
许，一家人来到金沙滩，儿子豆
豆在沙滩上玩球时，旁边突然蹿

出来一条一米左右长的白颜色
大狗，像是要和儿子抢球，并把
孩子扑倒在地。幸运的是，大狗
扑倒豆豆后并没有撕咬，而是接
着跑开了。

“倒是没咬孩子，豆豆只蹭破
了胳膊，但吓坏了。”姜先生说，

“沙滩上这么多孩子，牵着狗进
来太不文明了。”民警很快找到
了狗的主人李先生。据了解，26岁
的李先生和女友是22日上午从济
南来到金沙滩游玩，顺便把家里

的拉布拉多犬也带了出来。“以
前在家的时候，也经常给它玩
球。”李先生说，“虽然有绳子拴
着，但是它看到球的时候，条件
反射蹿了出去，结果我们没拽
住，把孩子碰倒了。”

民警看到，李先生带着的这
条拉布拉多犬大概有1米长，立即
协调他将其牵出景区。后经过调
解，双方达成了赔偿协议。随后，
民警对李先生违规带狗进景区的
行为进行了警告并罚款50元。

婚俗文化艺术节
昨日西海岸开幕

本报7月23日讯（记者 潘旭业
通讯员 赵冉） 23日，首届中国

婚俗文化艺术节在西海岸举行，作
为中国·青岛凤凰岛(金沙滩)文化
旅游节系列活动之一，来自全国的
128名婚庆主持人同台竞技，展示了
不同地区的婚俗特色。

据了解，此次婚俗文化艺术节
将举办全国婚庆策划主持大奖赛、
中国婚俗文化达人梦想秀发布会、
中国婚俗文化及婚庆行业发展大讲
堂及中国青岛婚庆产业博览会等活
动。中国婚俗文化艺术节是文化旅
游节率先启动的重要活动板块。今
年的文化旅游节将于7月26日开幕，
持续到9月中旬。

据悉,本届文旅节以“美丽西海
岸·畅享文旅节”为主题 ,风格上突
出海洋文化、旅游休闲文化、群众文
化,共策划综艺文化板块、休闲旅游
文化板块、群众文化板块、青春时尚
文化板块、民俗传统文化板块等5个
板块、15个主题活动。通过举办一系
列精品化、专业化的活动,进一步丰
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力求将本届
文化旅游节打造成为推介展示青岛
西海岸新区的窗口。

依托“信息化”构建“网络化”
黄岛区人口计生信息化建设实现跨越式发展

黄岛区把计划生育统计信息
工作作为工作突破口,创新思路,完
善机制 ,变传统统计方式、方法为
打造现代人口计生统计信息平台,

重力推进人口计生统计工作信息
化建设。

近年来,为进一步加快全区人
口和计划生育系统信息化建设的
步伐,该区投资500多万元更新了村
居设备,并加强了网络安全设施及
防病毒软件。今年4月，完成了近
900部的移动终端配备工作,为开展
移动办公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融育
龄妇女信息管理、人口基础信息共
享管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全员
人口信息管理查询等系统为依托
的信息网络的建设,有力地促进了
该区人口和计划生育事业的发展,

提高了办公效率和决策质量,拓展
了对外宣传和服务空间,实现了信
息资源共享。如今 ,该区各级人口
计生部门的信息管理已实现了“三
个转变”,即实现管理理念的转变 ,

管理手段的转变,管理方式的转变,

并逐步发展成与公安、民政、卫生
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在育龄妇女信
息管理、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统计
资料信息等方面集聚一批数据资
源,通过对这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为社会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有
效提高了工作效能。以此实现基层
计生工作的革命性变革和跨越式
推进。信息化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特
征,黄岛区积极探索,以信息化拓宽
服务领域，以信息化建设推进人口
计生工作水平的提升。通过现代化

的技术手段,一方面横向部门间信
息交流及时、纵向方便基层工作 ,

减少工作量 ,针对性强；二方面统
计信息质量进一步提高,减少数据
差错；三方面方便各级查询、监控、
汇总、分析信息。该区研发的人口
基础信息共享平台,被省计生委作
为全省人口基础信息共享的框架,

技术人员受邀参与省平台的开发
建设和应用培训工作。在共享平台
推广应用过程中,该区研发人员在
网上为全省各地,特别是青岛市的
共享平台建设提供帮助,根据青岛
市网络情况,为使共享平台更好的
运行,对共享平台软件做了大量的
修改,为全省特别是青岛市的人口
基础信息共享平台建设应用做出
了重要的贡献。（张剑 赵永军）

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安心贷意外伤
害保险委托授权书遗失，单证起止号为：8130010001050018-
8130010001070008；银保通安心贷保险单遗失，单证起止号
为：824020110022001-824020110022500；阳光商旅卡遗失，单证
起止号为：81230009020000050837-81230009020000050838；
81230009020000050845-81230009020000050850。农信社安心贷业
务单证遗失，单证号码如下：
817300005456 817300005032 817300005410 817300005415
817300005423 817300005453 817300005457 817300005458
817300005466 817300005525 817300005544 817300005545
817300005551 817300005563 817300005572 817300005573
817300005583 817300005595 817300005596 817300005597
817300005598 817300005599 817300005600 817300005850
817300006201 817300006244 817300006247 817300006412
817300006419 817300006423 817300006424 817300006425
817300006503 817300006506 817300006521 817300006939
817300007002 817300007063 817300007071 817300007077
817300007092 817300007151 817300007153 81730000756
817300007568 817300007569 817300007570 817300007571
817300007572 817300007573 817300007574 817300007575
817300007675 特此声明。

“抢”学生

23日，在青岛港湾
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的
毕业生就业双选会上，
2600余名毕业生中近9

成与用人单位达成了
就业意向。据悉，此次
双选会上共225家企业
提供了5326个岗位，平
均每个高职生有两个
岗位可以选择。
本报通讯员 李银宾

本报记者 潘旭业
摄影报道

胶南供电公司

整治漏电保护器

2 3日，国家电网胶南供电公
司组织各供电所员工深入管辖各
台区，开展漏电保护器开关专项
整治工作，为夏季用电高峰再筑
安全防线。 （卢振钟）

胶南供电公司

排查施工防汛

当前雷雨天气频发，为做好基
建施工防汛工作，国家电网山东胶
南供电公司精心组织，周密部署，
采取多项措施筑牢基建施工安全
度汛根基。 （卢振钟）

胶南供电公司

整治电网防雷

7月18日，国家电网胶南供电公
司启动防雷应急保电预案，采取有
力措施扎实全面开展胶南电网防
雷整治工作。 （卢振钟）

本报7月23日讯(记者 潘
旭业 通讯员 张坤洋 ) 黄
岛市民王先生逛街时从地摊上
买了个戒指，没想到戴上后就
拿不下来了。一夜之间，戴戒指
的手指头血流不畅肿得厉害，
王先生只好到黄岛区消防大队
海王路中队求助。消防官兵用
专业设备努力了半个多小时，
才将戒指弄断。

22日7时30分左右，一名20

岁左右男青年慌慌张张地跑进
黄岛区消防大队海王路中队，
说自己左手食指被戒指卡住拔
不出来。消防官兵仔细查看发
现，男子手上的戒指约1厘米
宽，手指由于血液循环不通畅，
已经出现肿大发紫的状况，如
果不尽快取下，手指血液循环

受阻，将会导致手指坏死。此
时，男青年已经疼得直冒汗。

消防官兵立刻拿来了绝缘
剪想把戒指剪断。由于戒指旁
边的部位已经出现肿胀，绝缘
剪夹不住戒指。消防战士急中
生智，找到一块小铁片，顶在手
指上，防止在剪的时候伤到手
指。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努力，戒
指被剪开了一道小口，消防官
兵又取来两把老虎钳，用力将
戒指掰断，“咬”住手指的戒指
被顺利取下。

据男青年小王介绍，他22

日出去逛街从地摊买了一个戒
指，觉得挺好看就想带上炫耀
一下，结果当他想将戒指取下
的时候却怎么也取不下来。没
想到一夜之间，因为血流不畅，

整个指头都肿胀起来，而且很
疼，无奈之下一大早就来到消

防大队求助。目前，男青年手指
已无大碍。

地地摊摊买买戒戒指指，，““咬咬””住住手手指指头头
黄岛区消防官兵用专业工具经过半个多小时才将戒指弄断

黄岛区消防官兵正在用专业工具给小王取下戒指。 张坤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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