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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暑假怎么过？

男子网上买到套牌车开回珠海

暑期安全成长夏令营
给孩子们有意义的假期
本 报 讯（记 者 纪 瑾）为
切实加强青少年暑期安全
教 育 ，预 防 安 全 事 故 的 发
生，提升青少年的安全防范
意识，8 月 4 日，吉大街道石
花社区“护苗成长”青少年
暑期安全成长夏令营在石
花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开营，孩子们将度过一个别
样精彩的暑假。 这一活动

帮助辖区双职工家庭解决
了子女假期无人看管难题。
本次夏令营是吉大街
道石花社区党委与石花社
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联合
举办的民生微实事项目。
夏令营以青少年的安全教
育为切入点，围绕“意外伤
害安全教育”
“ 公共卫生安
全教育”
“ 社会及网络信息
安全教育”三大专题开展系
列活动。在潜移默化中提
升青少年安全意识和自防
自救能力，为青少年安全成

长保驾护航。
首场活动以暑期防溺水
安全教育为主题，通过知识
分享、观看视频、互动实操等
环节，普及防溺水安全知识
和技能，将防溺水安全知识
入脑、入耳、入心。
石花社区党委书记刘志
茹表示：
“开展本次夏令营不
仅是为解决社区父母们‘孩
子去哪儿’
的大难题，更为青
少年搭建了安全教育学习平
台，提升了安全意识和自防
自救能力。
”

中华优秀传统工艺进社区
梅华街道创业社区开展团扇 DIY 绘制活动
本报讯（记者康振华）为
推动社区青少年传承中华优秀
传统工艺，
进一步弘扬我国优
秀传统文化，
8月4日，
梅华街
道创业社区开展新时代文明实
践系列活动之丰富活跃文化生
活——团扇DIY绘制活动，
吸
引了25名小朋友参加。
团扇又称宫扇、纨扇，起
源于商代，是中国汉族传统
工艺品及艺术品，也是一种
圆形有柄的扇子，极具中国

风情，还是古人团聚纳凉重
要工具，寓意团圆友善、吉祥
如意。活动中，社工介绍了
团扇的多种形式，
包括圆形、
花瓣形、长方形等。在水墨
团扇制作环节，社工从团扇
图案临摹勾线、水彩搭配、上
色技巧等方面引导小朋友们
结合创意设计自己喜欢的扇
面样式，并拿出印有各种山
川花朵的空白团扇，给孩子
们提供了画笔和颜料，由他

们自己通过色彩的涂抹来丰
富团扇上的图案，通过他们
的携手绘制，一幅幅栩栩如
生的画面呈现眼前。
本次创业社区团扇 DIY
绘制活动，让社区少年儿童
学习了我国传统民俗由来及
含义，弘扬了中华民族的优
秀传统文化。不但提升了青
少年的色彩感知能力及动手
能力，寓教于乐，还激发了青
少年的创造力及想象力。

本报讯（记者何进 通讯员
杨小江）近日，香洲一名男子从
佛山买了一辆异地套牌车开回
珠海，珠海交警接群众举报后
开 展 全 城 布 控 查 车 ，发 挥“ 人
熟、地熟、情况熟”的专业优势，
迅速锁定涉案车辆。目前该案
正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日前，
珠海交警接到群众举
报，称一辆桂 K 小车涉嫌套牌，
目前这辆小车正在珠海。交警
立即开始寻找这辆桂 K 小车，经
过两天的周密布控，
终于发现这
辆小车在金凤路和东坑村附近
短暂出现，
香洲交警大队网格民
警李俊威迅速介入调查。
李警官发挥“人熟、地熟、
情况熟”的专业优势，立即联系
东坑村村民，请大家帮忙寻找
车辆。
几日后，有村民给李警官
打电话，报告在村中某便利店
附近看到了这辆车。李警官赶

本报讯（记者蒋毅槿 通讯
员黄锐 向檀枭）8 月 2 日，记者
从市公安局金湾分局获悉，近
日，红旗派出所仅用 6 个多小时
就找回一名因考试成绩不理想
被家长责骂而离家出走的孩子，
家属对民警帮其找回孩子的行
为称赞致谢。
7 月 30 日上午 11 时许，居
民陈先生到市公安局金湾分局
红旗派出所报警求助，称其小孩
与家人发生争执后离家出走。
民警了解详细情况后，让陈先生
提供小孩照片，以便寻找小孩。
当日 15 时许，民警在排查中发
现孩子曾到过辖区一商业广场
附近。
获得这一线索后，派出所值
班副所长杨金荣带队查找，值班

高新区人民医院成功运用血液灌流技术助力患者脱
健帆生物供图

断制定救治计划，紧急联系
健帆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借调血液灌流器。
这是珠海高新区人民医
院首次借助血液灌流技术救
治重度中毒患者。为进一步
保障患者安全，健帆公司派
出技术人员进行技术指导。

警民联手在东坑村查获套牌车辆。本报记者 李建束 摄
紧前往，却扑了个空。他迅速
查找当晚路面监控，发现小车
大致行驶轨迹。但此时夜色深
沉，东坑村车辆出入频繁难以
甄别，李警官和热心村民继续
在村中分散摸排，大家顺藤摸
瓜，终于找到了这辆小车及车
主黄某。随后黄某被李警官带
回交警大队进行调查。
黄某自称这辆车是向一名
佛山男子购买后开回珠海的，
没想到是套牌车。随后，交警
依法扣留车辆，目前案件正在
进一步调查中。
据了解，除了严查车辆套
牌、假牌、假证等违法行为，
目前
珠海交警正在开展夏季突出交通
违法行为专项整治百日行动，
每
周
“3+3+1”
酒醉驾查处模式，
全
市范围严查酒醉驾，
同时重点查
处易肇事肇祸违法行为。交警部
门提醒各位司机，
切勿抱有侥幸
心理，
务必安全规范行车。

金湾民警 6 小时奔波终找回

血液灌流抢救后终脱险

险。

警民联手成功查获涉案车辆

孩子考试失利离家出走

过量吞服抗抑郁药险致命

本报讯（记者佘映薇）日
前，伴随着高新区一居民楼
内急促的呼喊声与脚步声，
一名医生背着陷入昏迷的患
者穿过居民楼狭小的楼道，
从五楼冲下来将患者送上救
护车，车辆呼啸着向高新区
人民医院疾驰而去。
原来，25 岁的陈某独自
在珠海租房生活，近日服用
了大量抗抑郁药物，被人发
现时已昏迷不醒。
“现场好几
个空药盒，患者至少服用了
100 多片。”主治医生黄医生
表示，经过洗胃等急救处理
后，患者转入 ICU，由于昏迷
时间较长，大部分药物恐已
被血液吸收，如不及时处理
极大可能出现多器官损伤甚
至衰竭，继而危及生命。
生 死 时 速 ，争 分 夺 秒 。
ICU 主任薛克栋和主治医师
曾海迪想起曾在一次交流学
习中了解到健帆血液灌流技
术，这项技术对于治疗重症
中毒患者具有见效快、抢救
成功率高的特点，且该公司
总部就在高新区。薛克栋果

03 城事

实施血液灌流约两小时后，
患者已由昏迷转为清醒，各
项生命体征趋于稳定。为进
一步促进药物排出，翌日下
午，主治医师再次实施血液
灌流，经两次治疗后患者各
项指标基本正常，转入普通
病房继续治疗。

清算公告

珠海市美托教育培训中
心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52440402MJL456638B,本中
心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停止
开展活动。请债权人自本中心
声明之日起 60 天内，向本中心
清算小组申报债权，逾期不报
视为放弃权利，清算结束后，本
单位将向登记机关依法申请注
销登记。电话：
13823010133

民警兵分两路，一方面运用智慧
新警务继续寻找小孩下落；
另一
方面驾驶警车在该商业广场沿
线寻找。在相互配合下，当日
18 时，民警在虹晖二路某商店
终于找到离家出走的孩子。
民警遂将小孩带回派出所，
了解到其因为考试失利被父亲
责骂，离家出走和朋友一起在外
面散心，期间都没有进食。考虑
到孩子在派出所等待家长尚需
时间，民警为孩子提供了晚餐和
饮用水。
陈先生到派出所接回孩子
时，民警劝告其教育孩子需要注
意方式方法，教育的同时要充分
考虑孩子自身安全。陈先生表示
自己以后会注意教育方法，同时
万分感谢民警帮助其找回孩子。

注销声明

珠海市香洲区下栅废旧物
资回收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4008926209251，公 司
自 2022 年 8 月 3 日起停止经
营，请债权人自本公司声明之
日起 45 天内，向本公司清算小
组申报债权，逾期不报视为放
弃权利，清算结束后本公司将
向登记机关依法申请注销登
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