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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子遭遇车祸倒在路面

暖心！交警雨中抱起 路人争相撑伞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 通
讯员 许建彪）15日早晨，冷雨阵
阵，新民中路上演了暖心的一
幕，感动了不少路人——车流中
一名女子遭遇车祸倒地，为了防
止女子被淋湿，巡逻至此的交警
李国才立即半蹲身子，将其半抱

着，并安排辅警撑伞挡雨约 20
分钟。

李国才告诉记者，当日早晨
7时 50分许，当时天空中下着不
小的雨，当他巡逻至新民中路天
怡房产附近路段时，看到前方发
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一名女子被

一辆车撞倒在地。“当时气温很
低，还下着雨，路面上都是湿的。”
李国才说，因为事故刚发生不久，
救护车辆和处理事故的民警都还
未能到达现场处置。想到路面潮
湿，穿着雨披的女子躺在地面上，
伤势加上雨情，无疑是“雪上加
霜”。于是，李国才立即上去，蹲
下身把受伤女子轻轻抱起，让其
头部枕在自己的腿上遮风避雨，
并安排辅警为伤者撑伞。随后，
一些热心路人见状也纷纷上前帮
忙撑伞。就这样，李国才一直抱
着伤者，静等救护车的到来。

约 20分钟后，120救护车到
达现场，李国才又协助医护人员
一起将受伤女子抬上救护车。
看着救护车载着受伤女子风驰
电掣驶往医院，李国才才放心地
继续冒雨巡逻。

记者 王国禹 摄

惊险！轿车突撞护栏翻身起火
所幸仅造成车上乘坐人轻微受伤

本报讯（记者 王国禹）16
日上午，312国道河阳境内发生
一起意外事件，一辆轿车由镇江
驶往丹阳方向，行驶到马陵村附
近路段时，突然失控撞上道路中
间的护栏，导致车子起火。所幸
的是，司机及一名乘坐人员及时

逃了出来。
当天 10 时 30 分许，毛某驾

驶一辆小型轿车，沿着 312国道
由北往南方向行驶。当行至河
阳马陵路段时，不知何因，车子
突然撞上路中间的护栏后翻车，
随即车辆起火。庆幸的是，在车
辆火势蔓延之前，车上驾驶人及
一名乘坐人及时离开车辆，事故
只造成乘坐人轻微受伤。随后，
消防部门及时赶到现场将火扑
灭。

据消防部门介绍，接警后，
消防大队开发区现役中队的消
防官兵立即赶往现场，在现场，
只见一辆轿车四轮朝天翻倒在

路面，车头及驾驶室已被大火吞
噬。经现场勘查，火势逐渐逼近
油箱，情况紧急，消防官兵立即
对事故现场进行警戒，引导过往
车辆，保证足够的安全救援空
间，同时用水枪进行灭火。约10
分钟后，车身明火被扑灭，消防
官兵再对整个车框架、发动机及
旁边的油箱进行冷却，防止复
燃。

事故发生后，两名伤者被送
到镇江江滨医院治疗。目前，事
故原因正在调查中。交警部门
提醒司机朋友，行车一定要高度
集中注意力，并保持适当的车
速、车距，以防意外。

记者 王国禹 摄

近日，市民周女士反映，她在体育场对面的公交站台等车
时，看到一辆公交车车头的显示屏花了，根本无法辨认出是几
路车，给市民乘车带来了不便，希望相关部门能及时修理。

（记者 李潇 通讯员 周敏 摄）

图片新闻

16日晚，如意慈善公益服务团在水中仙东方会馆举行了千
人感恩会，目前，如意慈善已在各镇成立了18个分队，爱心人士
达2000余人，今年1月至11月助困支出达727539.5元，帮扶困难
家庭 115 户，帮扶困难儿童及家庭 249 次，公益活动参与人数
1463人，服务时长为2985.5小时，服务对象达1035人。

（记者 李潇 溢真 通讯员 丁斌 摄）

儿童糖尿病正在以每年 10%
的速度增长，小儿发病高峰年龄在
5-6 岁及 10-14 岁。市人民医院
儿科和新生儿危急重症救治中心
主任束祥花指出，儿童糖尿病是指
在 15岁之前发生的糖尿病，多属
Ⅰ型，主症为多饮、多尿、多食，体
重减轻；重者有酮症酸中毒，引发
电解质紊乱、脑水肿等危证。

束主任介绍，儿童糖尿病的主
要发病原因有1、环境因素：主要是
病毒感染，如柯萨奇B组病毒、EB
病毒、腮腺炎等病毒感染，可引起
免疫变态反应，破坏胰岛，影响胰
岛素分泌，导致血糖异常。2、遗传
基因突变：目前证实位于白细胞第
6号染色体短臂上的组织相容复合

体基因为易感性基因。3、自身免
疫反应：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均与
糖尿病有关。4、肥胖：肥胖会导致
体内的血糖浓度增高，脂肪代谢加
强，身体需要消耗更多的胰岛素，
对胰岛素的需要增加，增加β细胞
的负担，诱发糖尿病。

市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黄
勇主任医师说，预防儿童糖尿病主
要有以下方法：1、补充维生素D，
小儿满月后即可常抱出户外活动，
使皮肤多暴露于阳光下，冬季也应
坚持在户外活动。2、提倡膳食平
衡，孩子首先要调节饮食，避免能
量的过多摄入，控制血糖，改善脂
蛋白构成。3、细嚼慢咽，养成良好
的就餐习惯。4、督促孩子积极锻

炼身体。5、让孩子养成好的生活
习惯，教导孩子不偏食，按时作息，
增强抵抗力。

链接：丹阳市人民医院儿科肩
负着丹阳地区儿科领域疑难杂症
的诊治和危重病人的抢救任务，现
代化新生儿监护抢救病房功能齐
全，对儿科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
更是得心应手。现有医护人员38
人，其中，主任医师、副主任医师各
4人，配有新生儿专科护理人员。
医疗特色：新生儿专科、小儿哮喘
专科、小儿多动症等。市人医儿科
专家门诊时间：每周一~周六。南
京儿童医院呼吸科专家会诊时间：
每月第二个星期六的上午。咨询
电话儿科门诊：86553126，儿科病
房 ：86553501，新 生 儿 病 房 ：
86553551。 孙红娟

市人民医院12月份外院专家门诊时间儿童糖尿病也可以预防
12月，丹阳市人民医院将邀

请以下医院的专家来院坐诊、会
诊或手术，电话咨询、预约服务热
线：87120120、网站预约（www.
dys120.com）、微信平台预约。

12月23日：省肿瘤医院（乳

房外科），军总医院（CT、磁共
振），中大医院（乳房钼靶）；12月
29日（下午）：鼓楼医院（呼吸外
科）；12月30日：省人医（心脏超
声、神经内科），鼓楼医院（消化
内科）。

近年来，我国年轻人患胃癌
人数呈上升趋势。医学硕士、市
人民医院消化科主任、镇江市医
学重点人才胡江鸿主任医师介
绍，原本推荐 45岁以上人群应做
胃肠镜检查，现在这个年龄已提
前到40岁，也就是说人到四十，就
要常规进行胃肠镜检查。

胡江鸿主任介绍，胃癌是我
国第二大常见肿瘤，但我国胃镜
检查普及率低，以致大部分胃癌
患者就诊时已属晚期。门诊中经
常碰到出现胃部不适等症状来就
诊，一听说要做胃镜检查，不是掉
头就跑就是迟迟下不了决心的患
者。很多人认为内镜属于一种有
创伤的检查，再加上有人耐受性

差、精神过分紧张等因素，有一种
恐惧、排斥心理，认为胃镜还是能
不做就不做。一些人选择其它一
些无创的检查手段，如查大便潜
血、查肿瘤标志物、腹部CT、核磁
共振、B超等，但是这些对于发现
消化道肿瘤作用非常有限。血清
中的肿瘤标志物无法判断是哪个
部位的，且多半已经是中晚期
了。腹部 CT、MRI、B 超等检查
只对实质性脏器检查敏感，对胃
肠道等空腔脏器的肿瘤检出率很
低。因此，消化道肿瘤完全可以
早发现，而胃肠镜是筛查的唯一
手段。我国胃癌患者多为晚期主
要是因为消化道肿瘤初期没有任
何症状。由于人的胃黏膜神经多

为植物神经，痛觉不敏感，即使到
了胃癌中晚期，可能仅感觉胃痛
胃胀。因此一旦有胃疼、反酸、烧
心等症状，一定要做个胃镜，胃镜
筛查能提高早期胃癌的诊断率。
无痛胃肠镜可让患者在无痛苦的
情况下，清楚地看到胃、食管和肠
道，几乎能查出所有常见的炎症、
溃疡、息肉以及中晚期胃肠癌等
病变。

链接：丹阳市人民医院消化
内科是镇江市重点学科。技术力
量雄厚，内镜中心诊断和治疗在
镇江市达先进水平，列全省县市
级医院前茅。专家专科门诊时
间：每周一~周六。全年全天有消
化内科专科门诊（门诊二楼）消化
内科电话：病区：0511-86558783
内镜中心：0511-86553086。

于女士：我 28 岁，怀孕六个
月了，可最近胎动总是不规则，
几天动得厉害，几天动得不厉
害，好几次都是这样了，有点担
心，应该去医院做哪些检查呢？

市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学
科带头人张玉仙：胎儿在宫内缺
氧或发生感染等都可能出现胎
动不规则，建议您到医院做孕常
规彩超、胎儿脐动脉血流、大脑
中动脉血流等检查，并完善超声
生物物理评分，看看胎儿在宫内
情况是否良好。

链接：丹阳市人民医院产科
技 术 力 量 雄 厚 ，年 门 诊 量 达
30000余人次。该科围产期系统
管理在市内领先，尤其是对高危
妊娠的监护及处理更是独树一
帜，门诊设有母乳喂养宣教室、
咨询室，每周一、三、四、五上午
设有孕期营养、高危妊娠等专家
门诊。市人民医院产科咨询热
线 白 天 ：86553071 晚 上 ：
86553301 86553401。

怀孕六个月，胎动不规则

人到四十应做胃肠镜检查

市人民医院伤口、造口专业
护理门诊开展造口并发症的预防
与处理，各种慢性、疑难伤口的处
理以及失禁性皮炎等。出诊的专
科护士张琴慧临床经验丰富,为丹
阳首位拥有资质证书的国际伤口
治疗师，江苏省伤口造口专科护
士。伤口造口门诊时间为每周
三、五。电话：15262953650。

伤口造口门诊

专科手术总量居镇江前列专科手术总量居镇江前列

快速解除胆囊炎快速解除胆囊炎、、胆石症胆石症、、胆胆
囊息肉囊息肉、、肝囊肿病人的痛苦肝囊肿病人的痛苦

13706101936 86553801丁明金

腹腔镜治疗术
人医体检中心
规范 严谨 便捷 保密
服务热线：86901218

市人民医院
康复医学科迁至新病区

因医院发展需要，丹阳市人
民医院康复医学科病区搬迁至云
阳镇振兴路 666 号（千姿鸟鞋业
往东 200 米、丹凤社区服务中心
南侧），同时成立老年医学科病
区，搬迁后的康复医学科设有 31
张床位，老年医学科有 45 张床
位。服务热线：86536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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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 17日电
最高人民检察院侦查监督厅有
关负责人日前指出，对电信网络
诈骗犯罪坚持做到“三个一律”：
一律依法快捕快诉；一律组成专
班集中办理；对重点整治地区，
一律加大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
的力度。

近年来，检察机关推动打击
和预防网络犯罪力度持续增
强。数据显示，2016 年以来，全
国检察机关适用涉嫌非法侵入
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7个涉及计
算机犯罪罪名，向人民法院提起

公诉727件1568人，其中2017年
1 月至 9 月提起公诉 334 件 710
人 ，同 比 分 别 上 升 82.5% 和
80.7%；对网络电信侵财犯罪案
件提起公诉 15671 件 41169 人，
其中2017年1月至9月提起公诉
8257件 22268人，同比分别上升
88.6%和118.6 %。

据悉，下一步检察机关将从
五个方面做出部署:

一是进一步增强对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危害性的认识，坚持
依法严厉打击不动摇，保持高压
态势，防止反弹。

二是坚持以证据为核心。
加强介入侦查引导取证工作，确
保侦查取证及时到位，确保办案
质量和效率。

三是加强协作配合，促进源
头治理。加强与公安、法院的协
作配合，坚持依法从重从快，实
现“快侦查、快提捕、快起诉、快
审理”，形成打击防范电信诈骗
的司法合力。同时，加强与银
行、电信、互联网企业及行业监
管部门的沟通联系，从治理上游
犯罪入手，阻断公民信息泄露渠
道，切断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源

头。
四是注重运用大数据收集

研判犯罪态势,通过数据采集、
整理、分析、发掘、应用，着力解
决司法办案中证据收集、审查认
定等难题。

五是完善跨国跨境司法协
作。特别是在跨国跨境协助调
查取证、缉捕遣返犯罪嫌疑人、
涉案赃款赃物移交、证据转换、
司法文书送达、通信与网络证据
的转换及证据采信问题等方面
细化协作内容，力争形成完善的
司法协作模式。

新华社上海12月17日电
12 月 17 日，第二架 C919 大型
客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
首次飞行，这意味着 C919 大
型客机将逐步拉开全面试验试
飞的新征程。

10时 34分，由机长吴鑫、
试飞员徐远征驾驶的 C919 飞
机搭载观察员邹礼学和试飞工
程师戴维、刘立苏，从上海浦
东国际机场第四跑道起飞，共
飞行两个小时，完成预定试飞
科目后于 12 时 34 分安全返航
着陆。

本次飞行初步检查了飞机
起飞、着陆性能与各主要系
统、设备的工作情况。飞行过
程中检查了飞机襟翼收放、起
落架系统、导航通信系统状态
以及加减速特性等。

这是继首架 C919 飞机今
年 11 月 10 日转场陕西阎良以
来，C919大型客机项目的又一
重要节点。

根据项目计划，C919飞机
研制批共将投入 6架试飞飞机

进行试验试飞，2 架飞机进行
地面试验；6 架试飞飞机需要
完成 1000 多项符合性验证试
验，2 架地面试验飞机需要进
行全机静力试验和疲劳试验
等。

未来几年，中国商飞公司
将联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等，
以山东东营与陕西阎良两大试
飞基地为主战场，在全国多地

机场展开密集试飞。
这是我国首次对 150 座级

的干线飞机进行适航验证，
C919大型客机将面临我国航空
工业领域等级最高的试飞验证
考验，项目研制也将进入多机
试飞、多地试飞、多团队参与
试飞的状态，需要攻克安全、
技术、团结协作以及人员数
量、时间周期等一系列挑战。

新华社南宁 12 月 17 日
电 记者从广西河池市公安机
关了解到，日前该市公安机关
侦破系列虚开发票案件，打掉
虚开发票团伙 10个，抓获犯罪
嫌疑人 51 人，涉案金额超过
260 亿元，涉及企业 1.6 万多
家。

今年 6 月，河池市宜州区
国家税务局进行税务稽查发
现，广西宾宾建材有限责任公
司等 11 户纳税人有涉嫌虚开
增值税普通发票行为。警方调
查发现，今年 4月至 7月，当地
共有 22 家公司涉嫌虚开发票
1740 份，价税合计金额 1.544
亿元。警方立即对该案立案侦
查。

警方侦查发现，这 22家公
司的法人并不是公司实际控制
人，其实际控制人成立“空壳公
司”套取增值税发票后，大额
度、大批量对外虚开，在申报纳
税期限到期前再“丢弃”原“空
壳公司”，同步注册新公司，然
后又疯狂对外虚开增值税发
票，严重扰乱了正常市场经济
秩序，造成国家税款巨大流失。
自治区、市、县三级公安机关抽
调 300名精干警力成立专案组
全力开展专案侦查，最终掌握
了所有虚开发票犯罪团伙的犯
罪证据，并统一行动对犯罪嫌
疑人实施抓捕。

警方审讯查明，今年以来，
犯罪嫌疑人詹某、邱某、刘某等
人，在广西河池、南宁、柳州、梧
州、钦州、来宾、崇左等市，利用
他人身份证或者委托中介机构
注册登记“空壳公司”3126家，
在没有真实货物交易的情况
下，以收取 0.5 至 1.5%“开票
费”价格，为他人虚开增值税普
通发票和增值税专用发票，从
中牟取暴利。

特种机器人产业
基地正式投产

12月17日，位于浙江省
宁波市梅山保税港区的宁波
（梅山）中信重工开诚特种机
器人产业基地正式投产。该
特种机器人产业基地总投资
3 亿元，基地集研发、生产、
销售、服务于一体，将开发、
生产消防灭火侦察机器人、
危险场站巡检机器人、铁路
列检机器人、水下机器人等
多类特种机器人，应用于消
防、市政、电力、矿山、石化等
多种行业。

新华社太原12月17日电
云冈石窟艺术馆16日在山东青
岛城市传媒广场揭幕。借助最
新的 3D 打印技术，云冈石窟
最大的第 3洞窟“走”出千年
石窟。

据了解，云冈石窟第 3 窟
西后室原比例三维打印复制项
目历时 2年完成，复制窟整体
长 17.9 米，宽 13.6 米，高 10
米。艺术馆内正面是阿弥陀
佛、观世音和大势至菩萨三尊

像，主尊阿弥陀佛高10米，两
侧菩萨高约 6米。云冈石窟研
究院与浙江大学采用三维激光
扫描技术与多图像三维重建相
结合的工作方法，重建了云冈
石窟第 3 窟的彩色三维模型，
而后引入国内自主研发的高精
度 3D 打印机，复制文物本体
的所有细节，达到了高精度还
原。

“这些复制的大佛几乎辨
不出真伪。”观众称赞。

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张焯
介绍，云冈石窟第12、18窟的
复制工作目前正在进行，将使
用更先进的可移动、可拆装复
制技术，计划明年赴日本展
览。

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
距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现
存主要洞窟 45 个，大小造像
51000 余尊，是中国规模最大
的石窟群之一，2001年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

新华社北京 12 月 17 日
电 记者日前从国家卫生计生
委获悉，我国大力推动医保支
付方式改革，截至今年大病保
险覆盖城乡居民超10亿人。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贺胜
介绍说，目前各省大病保险政
策规定的支付比例达到了50%
以上，受益人员的实际报销比
例提高 10~15个百分点。我国
推进建立贫困人口医疗兜底保
障机制，部分地区农村贫困人
口医疗费用实际报销比例提高
到80%~90%。

为解除低收入群体寻医问
药的“后顾之忧”，下一步我国
将加快将低收入家庭的老年
人、未成年人、重度残疾人、重
病患者等低收入救助对象，以
及因病致贫家庭重病患者纳入
救助范围。

作为“十三五”时期深化医
药卫生体制改革重点任务之
一，我国提出要健全重特大疾
病保障机制，在全面实施城乡
居民大病保险基础上，采取降
低起付线、提高报销比例、合理
确定合规医疗费用范围等措
施，提高大病保险对困难群众
支付的精准性。

新华社北京 12月 17日
电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日前发布对黑龙江农垦英
博华威乳业有限公司进行食
品安全生产规范体系检查的
相关信息，指出该公司因伪
造材料、提供虚假证言、使
用同一配方生产不同品牌婴
幼儿配方乳粉等问题被立案
调查。

食药监总局指出，该企
业有未召回不合格产品的情
况。在今年 3 月的监督抽检
中，食药监总局发现该企业1
批次彩贝乐婴儿配方乳粉（1
段，生产日期 2016 年 12 月 6
日） 标签营养成分表中铜、
镁单位标识错误，其中铜的
单 位 “g/kg” 错 误 标 示 为

“mg/kg”， 镁 的 单 位 “mg/
kg”错误标示为“g/kg”。此
次检查发现，该批次不合格
产品实际未召回；包材库中
库存的营养标签标识错误的
彩贝乐婴儿配方奶粉铁听
（840 个，规格 880g） 未做不
合格品标识，仍然存在混用
的风险。

此外，在检查中发现，
彩贝乐婴儿配方乳粉（规格
880g，生 产 日 期 20160316、
20161206）、彩贝乐较大婴儿
配方乳粉（规格 880g，生产日
期 20160313、20161220）、彩贝
乐幼儿配方乳粉（规格880g，生
产 日 期 20160315、20161215、
20161225、20170103）8 个批次
产品标签营养成分表中铜、镁
单位标识存在同样错误，但未
进行追溯及采取相应的处置
措施。

新华社合肥 12月 17 日
电 近期，中科院技术生物与
农业工程研究所吴正岩课题
组研制出一种纳米水凝胶复
合材料，并以此为载体制备出
pH 控释农药，可显著提高农
药利用率、减少农药用量、降
低农药引发的农业面源污染，
对现代生态农业具有重要意
义。美国化学会核心学术期
刊《可持续化学与工程》日前
发表了该成果。

对电信网络诈骗犯罪
一律依法快捕快诉

华威乳业公司因
伪造材料等问题
被立案调查

我国学者研制出可
使农药增效减量的
新型纳米材料

第二架C919大型客机完成首次飞行

云冈大佛借助3D打印首次“走”出石窟

广西破获系列虚
开发票案件
涉案金额超260亿元

卫生计生委：

我国大病保险覆盖
城乡居民超10亿人

最高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