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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综合

聊聊城城多多部部门门联联合合整整治治““黑黑112200””
救护车必须报120指挥中心登记，实行统一标识、编号

本报聊城8月22日讯(记者 李
璇 通讯员 郑冉 范宏鹏 ) 父
亲开车����逸，儿�因担心父
亲身�不�，竟用�父顶�的方式
来表“孝心”。近�，冠县检察院对涉
嫌包庇�的郭某�出不批捕决定。

7月26�下午，郭某的父亲郭某
某驾驶一辆银白色雪佛兰轿车，在
临莘路辛集乡路段与一辆摩托车相
�，致使驾驶摩托车的董某当场死
亡。郭某某���没有报警而是离
开现场，当地目击事故的�众拨打
120及122报警。当�19时许，其儿�
郭某来到现场，向警方谎称是他驾
驶轿车与摩托车相�。

多名目击证�描述肇事者为四
十多岁的中年男性，警方多次讯问，
郭某�终�实供述了�己�父顶�
的事实。在得知父亲��的消息�，
郭某�为父亲身�不大�，赔偿的事
情也需要他�打理，不���己�父
亲“揽下来”。

冠县检察院�为，郭某明知其父
亲涉嫌犯�的情况下	顶�其父亲，
帮助其父�匿的行为涉嫌包庇�，但
影响较小，且现嫌疑�方已与死者家
属达成赔偿协议，不逮捕不�以发生
社会危险性，属涉嫌犯�但无逮捕必
要，依法�出不批捕决定。

本报聊城8月22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徐翠) 22�，
记者从聊城市120医疗急救指挥
中心获悉，卫生部门将联�交警
部门对“�120”等非法运营行为
进行整治，排查救护车辆的管理
不严、车辆私用、急救车辆乱停乱
放、警灯使用不规范等问�，
保
医疗急救安�。

近�，聊城市卫生局、市120
医疗急救指挥调度中心、市交警
执勤二中队就救护车辆管理问�
举行了	�交流。记者了解到，随

�市医疗急救服务�系不断完
善，急救车辆逐渐增多。但在工�
过程中，个别单位的救护车辆存
在管理不严、车辆私用、急救车辆
乱停乱放、警灯使用不规范等问
�，给医疗急救工�带来了相当
大的隐患。

聊城市120医疗急救指挥中
心明
了各急救站对救护车的使
用管理，要求参与急救调度的医
疗单位�到制度完善、职责明
。
�为医疗救护�种车辆，只能从
事与医疗救治工�相关的活动。
各急救站加强对救护车辆驾使员
的�常教育�管理，严格车辆管
理。定期检修维护急救车辆，
保
正常运行。另外，聊城市医疗急救
指挥中心将联�聊城市交警部门
也将对“�120”等非法运营行为
进行整治。

按照要求，各急救站救护车
的数量、车牌��车载通讯设备

必须报市120指挥中心登记，救护
车实行统一指挥、统一标识、统一
编�。为防止违法违规使用救护
车现象，规定救护车只�为�常
院前急救、突发灾��公共卫生
事件现场急救�用。严禁将救护
车从事与急救无关的工�。救护
车出诊时必须按要求配置急救
备，不符�配置要求的车辆一律
不能�为救护车使用。救护车外

观标志�标志灯具应当严格按照
有关规定使用，驾驶员应当严格
�守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非
执行抢救、�运危重伤病�员，处
理紧急疫情、危�健康事故等�
务时，严禁使用警报器�标志灯
具。

记者了解到，为	升急救车
辆反应速度、	高急救效率，建立
快速、高效的救援机制，方便广

大�众就医，今�，聊城市卫生
急救部门�公安交警部门将加
强协调联动，给予担负紧急抢救
�务的车辆道路通行的优先。
同时，建立急救车辆绿色通道，
并加强紧急情况下的交通疏导，
紧急救援车辆在部分指定路段
可以逆行。使患者尽可能在第一
时间内、�大限度地得到及时有
效的治疗。

延伸调查

“黑120”设备简陋，打广告揽活
“专门提供出院转院急救

车，车内医疗设备齐全。”，记者
走访城区个别医院发现，在医
院附近，经常停放着安装有警
灯的疑似的面包车，车内设备
很简陋，有一个陈旧的钢制氧

气瓶在车内一角，与正规的急
救车截然相反。在车前窗玻璃
上还挂着写有“出院转院，车内
备有空调氧气”的广告宣传板，
宣传板上留有服务电话。就在
车 内 还 放 有“ 急 救 ”字 样 的 纸

板。
记 者 拨 打 上 面 的 服 务 电

话，一男子在电话中表示，聊城
市内转院出院服务价格在几百
元不等，出聊城市收费按照里
程算。当记者问到有无专业医

护人员陪同时，这名男子表示
这都没有问题，但当记者要求
这名男子出示医护人员资质材
料时，这名男子则表示要面谈，
见面后如果感觉医护人员不专
业可以调换。

聊聊大大南南��������������初初����模模
��首�以��平洋岛�研究为主�的学术网站正式开通

本报聊城8月22日讯(记者
张跃峰 通讯员 陈德正 秦治
洲) 22�，聊城大学宣布建成国
内�齐�、数量达2700余册的南

平洋岛国研究�料中心�电
�数据库，国内首个以南
平洋
岛 国 研 究 为 主 � 的 学 术 网 站
(www.ntdgyj.com)也正式开通。这
标志
该校在
力建设南
平
洋岛国研究领域具有� 业优势
�重要影响的智囊团、思想库方
面，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目前，聊城大学南
平岛国
研究中心研究�员已对南
平

洋岛国的现代化进程、政局演
变、�球化与非殖民化等课�进
行了�索研究，�得了汪诗明教
授的《
平洋英联邦国家：处在
现代化的边缘》、李增	教授的

《 � 球化对南 
 平洋岛国的影
响》、吕桂霞博士的《1987年斐济
军事政变及其深层原因》、王�
成博士的《国外学界对南
平洋
岛国非殖民化进程的研究》等重
要成果。中心启动的“南
平洋
岛国研究丛书编�工程”工�已
经过半，16种丛书即将分期分批
出版。

研究中心以服务国家
洋
战略�外交大局为中心，在对南

平洋岛国�地区整�研究的
基础上，重点考察与我国建交的
斐济等 8个国家及与 � 湾地区

“关系密切”的瑙鲁等6个国家，
深 � �  其政情政制、对外关
系、社会形� �历史文化，为国
家制定外交政策	供参考�询。
中心及时跟��新动�，定期编
印《南
平洋岛国研究通讯》，对
涉及南
平洋岛国的重大现实
问�进行前瞻性研究并	出对
策建议；就南
平洋岛国与大国

关系、政情舆情等问��写年度
�询报告。

据了解，2012年9月，聊城大
学在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南

平洋岛国研究所”的基础上，整
�世界史、外国语、国际政治等
�校相关学科�源，成立了“聊
城 大 学 南 
 平 洋 岛 国 研 究 中
心”。中心现有�兼职研究�员32
�，其中教授9�、副教授12�，具
有博士学位者18�，原瓦努阿图
�华大使罗治伟、苏州科技学院
汪诗明教授、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王华博士被聘为�约研究员。

开车撞人后�逸
儿子顶罪被揭穿

百余款靓车将
亮相秋季车展

本报聊城8月22日讯(记者 张
召旭) 由本报主办的2013齐鲁(聊
城)秋季汽车文化展将于9月5�在
聊城�育馆亮相。本次车展将有30
多个汽车品牌、百余款�车亮相本
次车展。

车展�委会工��员介绍，吉
利、奇�、奔�等�主品牌都将亮相
本次车展。“在市民印象中，��品
牌要比�主品牌的车要�。所以我
们不�略存在的困难，在与��品
牌惨烈竞争中，�主开发企业及�
主品牌正面临
前所未有的考验。”
城区一家�主品牌经销商说，他们
参加本次车展不仅仅只是展示产
品，更重要的是展示品牌形象。

��品牌方面，一汽大众、上

大众、广汽丰�等都将携旗下畅销
车型亮相车展。此次车展，各大经销
商不仅把�强势、��眼的新车、�
车带到“金秋”车展。除此之外，奔
驰、宝马、进口大众、凯迪拉克等�
华车也将悉数亮相本次车展，各种
款式的汽车多达百余辆。

伴随
新车的扎堆上市，老款
车为改款车型�路，纷纷进行清仓
促销，一时间清理老款车型库存成
了4S店的首要�务。本次秋季车展
上，上市新车集中亮相将与老款车
倾情促销交相辉映，市民参观车展
看新车、享优惠两不耽误。

聊城北斗全�宝来

冲击价格�线
聊城北斗一汽大众在此非常感

谢新老客户的关心和照顾，它以得
天独厚的优势赢得了广大朋友们的
认可和好评。在本周六(24日)下午三
点举行全新宝来冲击价格底线--全
新宝来寻宝记抢宝活动，不仅价格
最低，而且导航、大包围脚垫、千元
礼包都让您统统带走，仅限30台车。

一汽-大众全新宝来在2013年
上半年累计销量达到107282台，成
为消费者的首选家用轿车；强大的
产品力与品牌力是支撑全新宝来销
量高涨的重要因素。根据中国汽车
市场的销量数据显示，一汽-大众
全新宝来车型在2013年上半年的销
量累计达到了107282台，名列中国A

级车市场前茅，成为消费者的首选
家用轿车。

随救护车出诊的医护人员身着统一服装(资料片)。

本本报报最最佳佳卖卖场场����结结��出出炉炉
金鼎商厦、百大三联等名列红榜，银座商城上黑榜

本报聊城8月2 2日讯 (记者
张召旭 ) 经过千余读者来信

投票�电话投票，22�，由本报
主办的 2013寻找聊城“ � 佳卖
场”系列评选活动评选结果终于
出炉。金鼎商厦、百大�联、五星
百货、国美电器�顺屹家居名列
 榜榜单，而 银 	 商城则上 �
榜。

随
 �们收�的增加生活
水平的	高，服、百货、家电、

数码产品、时尚家居消费成为�
们消费支出中的重要以部分。为
了方便广大市民更�地选择�
适的卖场，引导理性消费，本报
�别推出聊城“�佳卖场”系列
评选活动，�广大读者一起寻找
聊城��的卖场。

聊城的各种卖场越来越多，
品质上也是良莠不齐，只有亲�
感受过才有发言，而来�消费
者�身的�验会更加的真实。本

报举办的聊城“�佳卖场”系列
评选活动，为广大读者�消费者
开辟了一个交流平�，在这里读
者可以对�己�过的卖场从卖
场的硬件设施、卫生�况、服务
�度等多方面进行评价，与大家
共同分享�身�验，卖场的�与
坏由读者说了算。

本次评选活动采用调查问
卷的形式，在评选期间，主办方
不定期安排�员在所有的参选

卖场附近对卖场的消费者进行
问卷调查，� 消费者为卖场打
分。同时也有不少消费者�写调
查问卷�邮寄至本报，也有消费
者直接打电话为卖场评分。

经过千余�次票选�电话
投票，本次寻找聊城“�佳卖场”
评选活动结果终于揭晓。金鼎商
厦、百大�联、五星百货、国美电
器�顺屹家居名列榜榜单，而
银	商城则登上�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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