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
编辑：陆金秋 组版：张煜婷 校对：吴佳玲 联系电话:83128820

03http://www.qidongnews.com
2018年11月16日 星期五

启东市自来水总公司
保障安全供水
竭诚为您服务

24小时报修热线：
12345（城乡）83316540（城区）

便民信息 投放热线
0513-83128807

33..99cmcm××11..88cmcm 30元/期（10期起刊） 2500元/100期

实用 实在 实惠 实效

江苏逸泉物流有限公司车牌为苏
F990116T 货 运 车 辆 ，商 业 险 报 单 号 ：
ANAJF07S14188000095R，声明车辆报废。

声
明

双色球10亿派奖 欢乐盛典15周年
胆拖复式有惊喜 大奖小奖一起派

启东市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

自 2018年 11月 5日起“买
大乐透送e球彩”详见销售站点
活动海报

启东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吕四港镇香堂路商铺门面
出售，每间约50平方米。盈港市
场东200米，地段好。
电话：83439858 15366365601

厂房出租
吕四港镇附近有新厂房出

租，三层共 1500平方米。有货
梯，环境好。

商铺出售

江苏上成教育 11 月 17
日~23日举办“国家公务员笔
试冲刺班”，特邀南京等地资
深考官亲授，适合国考/省考/
事考学员。上成公考笔面试通
过率高，不过协议退款。

总部：启东银洲IFC5幢6楼
微/电：13914388800

国考冲刺培训

本会所是启东首家诚信专业
婚恋会所，受启东市女企业家协
会委托创办，十年来，使无数有情
人相识、相知、相爱！现有数千名
单身贵族期待您的海选！
地址：启东市东方银座508室
电话：0513-83816600
微信：QS83816600
网址：www.36500t.com

启东牵手联谊会所
海选您的另一伴

2019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
险参（续）保、缴费工作已经开始，筹
资标准为每人每年1100元，其中个
人缴费标准统一为290元/人。

凡启东市居民（除已参加城镇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的居民外），请于2018

年11月30日11点30分前，到各户
籍所在地村（居）委会办理2019年
度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续）保缴费
手续，逾期作自动放弃处理。

启东市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
2018年11月16日

关于办理2019年度居民基本医疗
保险参（续）保、缴费手续的通告

▲沈凌妤遗失出生医学证明一份，编
号：P320605320。声明作废。

▲黄静不慎遗失住院医药费发票1
张，金额共计3525.05元（2018年9月26
日至2018年9月30日南通市妇幼保健
院，发票号0000074614），现声明作废，
本人承诺该发票未获得任何补偿。

▲宋孝美不慎遗失住院医药费发票1
张，金额共计13287.34元（2018年10月
18日至2018年10月20日上海市宝山区
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号：462828），现声明

作废，本人承诺该发票未获得任何补偿。
▲南通高翔电梯安装有限公司遗失启

东市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号码：（06D）
05828537，金额：15490元。声明作废。

▲阙银燕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副本，
流水号32001802139043，机动车交强险
保险单副本，流水号3200180244793。声
明作废。

▲万向红遗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副本，
流水号32001802137365，机动车交强险
保险单副本，流水号32001802443068。
声明作废。

遗失启事

本报记者 朱俊俊 通讯员 黎晗

11月14日，市公安局交警大队开展城
区交通秩序大整治，集中查处非机动车、行
人交通违法行为和机动车违停。整治现场，
记者看到行人、非机动车驾驶者文明出行

意识明显提高，但仍有一部分非机动车闯
红灯、逆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发生。

9时许，记者来到市区人民路公园路、
人民路江海路等路口，这些路口均已部署
警力，正在集中查处非机动车、行人、机动
车交通违法行为。

9点半左右，人民路江海路口，一个骑
电动自行车的市民由北向南通过路口东侧
的斑马线时，没有下车加速通过，交警及时
将其拦下，告知属于逆向行驶应下车推行，
并进行了教育。正在执勤的交警大队城区一
中队副队长袁健健介绍，现在大部分非机动

车驾驶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但仍存在一些
交通违法行为，如部分电动自行车驾驶者在
通过斑马线时，没有自觉下车推行，这方面
需要执勤民警重点劝导。大约1个小时左右，
袁健健在路口共劝导了5名电动自行车驾
驶者通过斑马线时下车推行。

10时左右，同一路段，一辆电动自行车
在机动车道内由南向北飞驰而来，执勤交
警立即示意驾驶者减速，并靠边停车。驾驶
者表示有急事，所以一时疏忽骑到了机动
车道。交警严肃地指出，行车走路务必以安
全为前提，再急再忙也不能把安全抛在脑

后。驾驶者意识到了错误，虚心接受处罚，
保证以后不会再犯。

10点半前后，在人民路港东路路口，人
民路由东向西信号灯显示红灯，多名电动自
行车驾驶者不顾危险闯红灯通过路口，一市
民推着一辆自行车由西向东闯红灯通过斑
马线。袁健健介绍，目前城区各主要路口电
动自行车闯红灯现象已基
本杜绝，但在一些小路口这
一现象依然存在，这些小路
口将成为交警部门交通秩
序整治的重点区域。

经过城区交通秩序大整治，行人、非机动车违法行为明显减少

闯红灯、逆行行为仍有发生

心存侥幸竟酒驾
被人追尾显原形

本报讯 11月6日深夜，吕四一男子酒后
怀着侥幸心理驾车，没想到快到家门口时被其
他车辆追尾。顾某因涉嫌饮酒后驾驶非营运机
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
为，被暂扣机动车驾驶证6个月，并处罚款
2000元，驾驶证被记12分。

当晚，顾某与朋友聚会，席间喝了点啤酒。
晚上11点50分左右聚会结束，顾某心想夜
深人静，路上也没什么车子，离家又近，即
怀着侥幸心理驾驶轿车回家。没想到顾某驾
驶轿车快到家门口时，被一辆从后方驶来的
越野车追尾，越野车上的驾驶员依照程序拨打
了报警电话。

交警到达现场后，对双方驾驶员进行例行
的呼气酒精检测，结果显示顾某的酒精含量达
到了42mg/100ml，越野车驾驶者没有酒驾。
经过提取血样，顾某血液中的酒精浓度确认为
41.2mg/100ml。

（朱俊俊 袁文翔）

快递小哥胆真大
无证驾驶去送货

本报讯 随着“双十一”快递包裹的增加，
市区快递车辆陡然增加，业务愈加繁忙。很多
快递公司的工作量超过平时的三倍，快递小哥
们也是开足了马力忙着送货。不过，有一个快
递小哥的胆子却有点大，没有驾驶证也敢驾驶
机动车送货。然而，这名快递小哥竟是临时客
串的。

11月14日上午，在林洋路上，一辆满载
着快递包裹的轻便正三轮摩托车进入交警大
队城区二中队执勤民警的视野。民警将车辆
拦下进行检查，从车里下来一个年轻小伙
子，民警检查他是否持有机动车驾驶证，小
伙子找了半天也没找出来，最后不得不承认
没有机动车驾驶证，后被带到城区二中队接受
进一步处理。

经过调查获知，受“双十一”影响，快递公
司的包裹迅猛增加，公司送快递的人手不够。
原先在公司内部工作的小李也加入到了运送
快递的行列中，临时客串当起了快递小哥。尽
管没有驾驶证，小李怀着侥幸心理，驾驶公司
里的一辆轻便正三轮摩托车送起了快递，没想
被执勤民警抓了个正着。

（朱俊俊 蔡德胜）

11月13日，“双十一”购物潮过去后，快
递公司迎来了物流高峰。顺丰快递汇龙镇速
运营业点分拣区内，工作人员忙着分拣包
裹。据悉，顺丰快递位于汇龙镇的4个网点仅
13 日当天收货量有 6000 多件，同比去年增
加了40％。 姜雨蒙摄

物流“涌”高峰

本报记者 朱雨杭 通讯员 王柳柳

近日，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收到一封
情深意切的感谢信，写信人耿德根的老伴两
次突发心肌梗死，危在旦夕，都被心血管内
科的医护人员千钧一发间抢救回来。

老人心脏骤停，医生“起死回生”
8月31日下午，耿德根发现老伴持续胸

闷、出虚汗，当即将其送往市人民医院。血管
造影显示，病人心脏上一根大动脉完全堵
塞，被诊断为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死。病人
通过胸痛中心绿色通道被推进了手术室，经
半个小时手术，病人神智恢复正常。

经过一段时间治疗，耿德根和老伴准
备出院，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9月10日
下午，病人如厕后突然两眼上翻，瘫软在
地，且失去了意识。耿德根立即喊来医护人
员，经查诊，病人没有自主呼吸，大动脉博
动消失，心脏骤停。主治医师沈琦博和其他
医护人员立即启动胸痛中心的抢救设备进
行心肺复苏，予以电除颤2次，同时维持胸

外心脏按压，很快病人恢复了自主心律和
呼吸，神志转清。原来是心脏大面积心肌梗
死后，虽经过积极救治，但仍有一部分心肌
细胞坏死，导致了严重的室颤发生。幸亏医
护人员反应神速，这次抢救仅用了1分钟。
创建国家级胸痛中心，死亡率大大降低

自去年12月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通
过国家级认证以来，130余名心梗患者在
这里获得了新生。

胸痛中心副主任、心血管内科主任鄢春
喜告诉记者：“急性心肌梗死患者发病初期
的120分钟，是救治的黄金时间。”在传统救
治模式下，患者到医院要从挂号、候诊、缴
费、检查到最终确诊，才会得到进一步治疗。
胸痛中心建设是目前国际上关注的一种特
殊的医疗模式，旨在让胸痛患者不因错失良
机而失去抢救机会。

鄢春喜表示，早年间，由于医疗设备、
技术的不完善，心肌梗塞的死亡率在20%
~30%之间，一直居高不下。“再加上心梗患
者发病后，家属和病患的第一反应就是赶

去南通、上海等周边城市的大医院，错过了
120分钟的黄金抢救时间。”鄢春喜对此感
到十分痛惜。自公立医院改革以来，医疗卫
生系统大力推行胸痛中心建设，将县市级
医院作为建设胸痛中心的主战场，让病患
在家门口就能得到快速高效的治疗。随着
医疗硬件、手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提高，启
东心肌梗死患者的死亡率降低至2%~3%
左右。

“只要我们不停下，就是有希望”
从20%到2%，简单的数字转变背后，

是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整个团队作出的
巨大努力。

市人民医院与全市其他各家医院建立
网络协作关系，建立完整的胸痛中心建设
组织体系，逐步完善和优化多项制度和流
程。同时，投入近千万元增添急救设备设
施，全方位、分层次、多元化进行院内外胸
痛知识培训及应急演练。仅半年时间，急诊
心血管介入手术量、绕行心内科CCU直达
介入手术室比例显著提高，D-to-B时间、

肌钙蛋白获得时间、导管室激活时间等数
据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平。如今的急性心肌
梗死救治时间从原来的国家标准120分
钟，成功接轨至国际标准90分钟，甚至已
经出现多例60分钟救治成功的病例。

“心肌梗塞发病快、变化多、危险高，而
救治时限非常短。”鄢春喜说，医生在争分
夺秒的同时，希望病患和家属不要把宝贵
的时间浪费在跨城送医的路上，一旦病发，
切记第一时间将患者送至就近的、有能力
抢救的医院。“有人开玩笑说，我们心内科
医生很‘武断’，但我们明白，只要我们不停
下，就是有希望。”鄢春喜说道。

在市人民医院的挂号、检验窗口和急
诊室、抢救室门口，随处可见“胸痛患者优
先就诊”的字样。市胸痛中心主任、人民医
院院长陆健泉表示，经过一年多的建设，胸
痛中心实现院前、院内急救的无缝链接，成
为信息化、规范化、标准化的区域协作急救
网络，救治成功率大幅提高，群众就医的获
得感明显提升。

市人民医院胸痛中心通过国家级认证以来，将心肌梗死患者的死亡率
降低了10倍

一年救回130多名心梗患者

（扫码看更多）

11月10日，市委老干部局邀请上海市中医
医院专家教授，在实验小学举办“关注健康，科
学养生”保健知识讲座。12名专家、教授为现场
300多名老同志进行义诊。 郁卫兵 王成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