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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市立立医医院院为为胸胸痛痛患患者者争争分分夺夺秒秒
新建胸痛门诊，将开通“急性胸痛24小时咨询热线”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李
孟霏 ) 胸痛再也不用“乱”寻
医。日前，威海市立医院建立了
胸痛门诊，解了患者燃眉之急，
为他们争分夺秒，抢占治病良
机。

据了解，急性胸痛病人是急
诊内科最常见的患病人群，约占
急诊内科病人的5%-20%，三级
医院约占20%-30%。国外报道，
3%急诊诊断为非心源性胸痛病
人在 3 0 天内发生恶性心脏事

件，而若把预后良好的非心源性
胸痛误诊为严重的心源性胸痛，
则会造成患者不必要的心理压
力和经济损失。在各种胸痛中需
要格外关注并迅速判断的是高
危的胸痛患者，包括急性冠脉综
合征、主动脉夹层、肺栓塞和张
力性气胸等患者。

正是基于此，威海市立医院
急诊科特成立了胸痛门诊，通过
标准化的诊治流程、质量控制
等，可以保障急性胸痛患者到达

医院后得到早期评估、危险分
层、正确分流与合理救治，既避
免了高危患者的漏诊，使其得到
及时诊断、及时救治，又可以减
少低危患者住院检查和治疗的
医疗费用。

门诊科郑主任介绍，由于急
性非创伤性胸痛是急诊科常见
的急危重症之一，病因繁多，严
重性悬殊极大，这些疾病具有发
病急、变化快、死亡率高、快速诊
断及时救治可显著改善预后等

特点，它们严重威胁着我们的健
康和生命。同时，由于医患对于
疾病的认知水平、医疗环境等多
方面的原因，一些低危胸痛如胃
食管反流病、自发性气胸、肋软
骨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有时
存在着过度检查和治疗的现象。
此外，胸痛牵涉到10多个专业，
市立医院专科力量强水平高，心
血管科、介入科、血管外科、胸心
外科、呼吸科、超声科、影像科等
其他专科力量强大，心肌梗死30

分钟内溶栓，90分PCI，夹层动
脉瘤支架植入，危及生命的肺栓
塞即刻溶栓治疗，为断致命性胸
痛专科治疗抢救成功提供了最
有利的保障。

随着胸痛门诊的建立，威海
市立医院将在全市开通“急性胸
痛 24 小时咨询热线”随时解答
急性胸痛患者的咨询。胸痛中心
与市120联系，与其他基层医院
沟通，让患者了解医院救治实力
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明年免费乘公交

老年人下调年龄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许
君丽) 从明年1月1日起，威海市
内公共交通工具将对60周岁至
64周岁的老年人实行半价优惠，
对65周岁以上老年人免费。

16日上午，市政府对《威海
市优待老年人规定》进行部分修
改，其中，第十条修改为：“老年
人外出时，可优先购票、进站、检
票、上下车(船、飞机)。市内公共
交通工具对60周岁至64周岁的
老年人实行半价优惠，65周岁以
上 老 年 人 免 费 。”据 了 解 ，自
2009年1月1日起，威海市区70
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实行免费刷
卡乘车。

威威海海AATTMM尚尚不不能能取取1100元元钞钞票票
市民明年或享“便利”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李
孟霏) ATM存款机能取出10元
钞票，在威海还要再等等。17日
上午，记者走访威海市区多家银
行了解到，年底前恐难实现这项
功能。市民向尝鲜或许得等到明
年。

近日，有报道称央行要求年
底各银行网点提供可取 1 0元
ATM机，随后央行发出声明称

“未统一要求”。消息一出引起了

很多市民的关注，但这项便利威
海市民何时才能尝鲜呢？记者先
后走访了工商银行威海分行、建
设银行威海分行、农业银行威海
分行、交通银行威海分行、招商
银行威海分行、浦发银行威海分
行等多家银行了解到，工作人员
对这项措施均尚不知情。

“年前有过这个通知，但是
很快便取消了这个规定，现在还
没有接到通知，”工商银行威海

分行一处网点的工作人员称。
而交通银行威海分行的一

位工作人员则表示，目前该行的
ATM尚不能取10元钞票，市民若
要取小额纸币，只能到柜台取
现，“因为ATM若要实现小额取
现功能，必须由总行发出通知后
对系统进行升级，今年年底前不
可能实现这一功能。”

目前，绝大部分银行对于跨
行取款是按笔收取手续费，农业

银行威海分行规定，不论金额大
小，每笔最低4元，“如果市民跨行
取10元钱，可能还要面临一个成
本问题，推行起来也比较麻烦。”

由于并未对ATM机提供10
元钞票事宜做统一要求，加上推
行起来有一定的难度，因此，“年
底前威海市民想从ATM取钱还
有难度，预计最快得等到明年上
半年才能实行。”中国人民银行
威海市中心支行的工作人员说。

《《我我梦梦最最美美》》入入选选中中宣宣部部中中国国梦梦推推广广歌歌曲曲
由曲波作词，为第八届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主题歌

本报12月17日讯 日前，
“中国梦”主题歌曲创作推广组
遴选出30首“中国梦”主题第二
批新创作歌曲。中宣部、文化部、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各
地宣传、文化、新闻出版广电部
门和中央各主要新闻单位，从
12月15日至明年6月15日组织
开展“中国梦”主题第二批新创
作歌曲宣传推广活动。

据了解，今年5月1日至10

月31日，在各部门的大力配合
和组织下，为期半年的“中国梦”
主题第一批新创作歌曲宣传推
广活动取得圆满成功。活动用歌
曲的形式，讴歌中国梦、阐释中
国梦、唱响中国梦，对于凝聚各
方面智慧和力量，激励人们积极
投身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的伟
大事业具有重要意义。日前，“中
国梦”主题歌曲创作推广组又遴
选出《时间都去哪儿了》、《我梦

最美》等30首“中国梦”主题第
二批新创作歌曲，《我梦最美》系
由山东省音乐家协会副主席、鲁
东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著名词作
家曲波和著名作曲家伍嘉冀联
袂创作，百名残疾人励志歌手倾
情演唱的第八届全国残疾人文
艺汇演主题歌。

中宣部、文化部、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要求，各地区、各有关
部门要把这些歌曲的宣传推广活

动作为重要任务，精心组织、周密
部署、抓好落实，通过电视、广播、
报刊、网络等载体，将其纳入文化
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
践活动、各级文化部门组织开展
的群众性文艺演出演唱曲目、各
类文艺比赛演唱曲目和基层文艺
骨干培训课程中，以扩大“中国
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在群众中的
影响力和认知度，发挥文艺作品
引领风尚、温润心灵的作用。

别别信信““++995555XXXX””和和““440000””开开头头的的来来电电信信息息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孙丽

娟) 17日，市民李女士报案称自
己遭遇诈骗，被“银行工作人员”
以提高信用卡额度为由，骗走了
口袋里的钱。临近岁末，警方多次
发布预警，提醒市民警惕“区号+
955XX”和以“400”开头的电话诈
骗。

近日，市民李女士接到了
“95559”的陌生号码来电，对方自

称是某银行的工作人员，可以帮
忙提升信用卡的透支额度。李女
士怀疑是骗子打来的电话，之后
还向邻居咨询此情况。正在半信
半疑时，李女士的手机收到了一
条短信，一看是该银行的号码发
来的短信，李女士一下子打消了
怀疑。

之后，李女士把信用卡卡号、
身份证号码等信息告知了对方，

并把手机验证码如实发给对方。
不一会儿，李女士发现信用卡被
透支了，再联系“工作人员”却发
现对方已消失。

“对方为什么能显示银行的
电话号码？那些验证码又是干什
么用的？”17日，李女士仍是一脸
疑惑，不相信自己被“银行”所骗。
民警介绍，手机来电显示中那些
所谓的银行电话号码，都是骗子

使用改号软件“变身”而成。
警方提醒，临近岁末是频繁

刷卡的消费高峰期。如果接到“银
行”电话或短信要求提供卡片信
息、个人身份信息、验证码等私密
信息用于“提高信用额度”时，不
要轻易相信，要先通过回拨信用
卡背面的银行客服电话进行核
实。

不要轻信所谓的“区号 +

955XX”或以“400”开头的电话。骗
子通常利用人们对400电话的信
任，冒充银行或知名企业工作人
员进行诈骗。警方提醒使农民：正
规大型企业单位“400”热线电话
一般只作为被叫使用，不会用作
主叫外呼，而政府机关则不会使
用“400”电话作为服务热线。所以
接到以“400”开头的号码，不是广
告推销电话就是诈骗电话。

16日，环翠楼街道塔中社区举办了“文明塔中摄影展”，40

余位拍客将自己拍摄的好人好事随手拍、生活点滴、人像、风景
等作品进行了展示。 本报记者 陈乃彰 摄影报道

社社区区摄摄影影展展

荣成调整公交线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许
君丽) 青荣城铁将于12月28日
开通，为方便市区群众乘坐城铁，
荣成市交通运输局及时调整公交
线路，开辟出租候车区，实现城区
和城铁荣成站的有效衔接。

自12月27日起，荣成市区2
路、9路公交车和海洋学院专线
的终点均延伸至城铁荣成站，2
路取消农业银行、时代广场、商业
总公司、宏图文化4站，新增盛悦
商务酒店、杨格庄、棉纺厂、城铁
荣成站 4 站；9 路取消纺织品公
司、副食品公司、农业银行、公交
总站4站，新增邮政局、橡胶厂、
岗西大集南门、橡胶厂西门、城铁
荣成站5站；海洋学院专线新增
化工总厂、泓达集团、养路费征收
处、城铁荣成站4站。

荣成市还将原先前往客运物
流中心的7路、8路公交车路线调
整到行经城铁荣成站，取消原线
路棉纺厂、杨格庄、盛悦商务酒
店、向伟电器4站，新增城铁荣成
站、蒲头村2站。在城铁站下车的
乘客可以乘坐7路、8路公交车到
达客运物流中心，换乘前往市区
和各乡镇的客运班车，实现城铁、
公交和客运班车的有效对接。

荣成市还在城铁站出站区专
门开辟了一处出租车候车区车。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许
君丽 通讯员 林伟强 王书
清) 日前，记者从威海市民政局
获悉，明年，威海市将继续举办免
费海葬活动。根据报名情况，今
年，威海市已为66名逝者实施海
葬，累计人数达205人。

继2012年举行首次海葬活
动后，威海市每年都根据报名情
况进行海葬活动，拥有威海常住
户籍的逝者骨灰可免费实施海
葬。海葬报名的流程是，经办人持
本人居民身份证及已被注销的死
亡人员居民身份证、户口簿或能
证明死者是威海市户籍的相关证
明，到威海市公墓管理处报名办
理。具体事宜可咨询威海市公墓
管理处，地址：威海市经区牛角沟
村北，联系电话：5920321。对符
合条件的居民，基本殡葬服务费
由殡仪馆直接给予减免。

威海明年继续
举办免费海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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