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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通讯员王丽君
邓健壮）6月12日，记者从广东医科大学
获悉，为鼓励品学兼优的考生报考，提高生
源质量，该校拿出100万元设立优秀新生
奖学金，奖励金额从10万元到1万元不
等。在该校录取的广东省生源本科新生
中，优秀新生奖学金设四个等级：特等奖学
金10万元/人，一等奖学金5万元/人，二
等奖学金3万元/人，三等奖学金1万元/
人。在该校录取的广东以外省（市、区）（不
含港澳台）的理科类本科新生中，优秀新生
奖学金设二个等级：一等奖学金3万元/
人，二等奖学金1万元/人。

据了解，2019年广东医科大学共有
29个普通本科专业招生，本科总计划招生
5615人。其中，新开设助产学、临床药学2
个专业，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恢复招生。

广东医科大学
重奖优秀生源

本报讯（记者李亚强 通讯员徐公宣）
换证、补证、免检标志申领……不用特意跑
到办事大厅，在家门口就能一次办成。近
日，为方便群众办事，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
队车管所推出“流动车管所”服务，将相关业
务办理延伸到了乡镇、社区、企事业单位，减
少群众跑腿，获得群众连连点赞。

“以前办个业务还得跑到县里，来回就
要大半天，如今不用到处跑，只要在家门口
就可以办理车管业务，真是太方便了。”6
月8日，下桥镇居民陈先生刚办完一项车
管业务，她禁不住对“流动车管所”服务竖
起了大拇指。

据了解，为方便边远乡镇群众办理车
管业务，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车管所放
弃周日休息时间，组织“流动车管所”下乡
开展便民服务，活动开展以来，获得群众一
致好评。

徐闻“流动车管所”
服务到家

本报讯（记者曹龙彬 特约通讯员黄
余武 通讯员戴李春）6月12日，雷州市召
开2019年“广东扶贫济困日”募捐活动动
员大会，总结该市去年“6·30”活动开展情
况，并对今年“6·30”活动进行全面部署和
动员。

去年“广东扶贫济困日”，雷州收到募
捐资金3566.6万元，是历年收到捐款最多
的一年。这些善款在扶贫济困及精准扶贫
工作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为建设和
谐幸福雷州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会议解读了《雷州市2019年“广东扶
贫济困日”活动工作方案》。根据该市实
际，该市将开展一系列活动组织动员捐
款。并将于6月28日晚，在雷州市人民会
堂举行雷州市2019年“广东扶贫济困日”
活动捐款启动仪式曁文艺晚会。

6月12日夜间，记者在赤坎海田
路的加油站看到，不少车主过来加油。
加油站工作人员表示，此次油价下调
幅度较大，加油的车主明显增多了。

国家发展改革委6月11日称，根
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
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6月11
日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
分别降低465元和445元。本次调
价折合汽油和柴油价格每升下调近4
角。据有关资讯机构测算，本次下调
折合98号汽油跌0.34元/升，92号汽
油跌 0.36 元/升，95号汽油跌 0.38
元/升；0号柴油跌0.38元/升。

本报记者 刘冀城 摄影报道

油价降了
加油车主多了

本报讯（记者李亚强 通讯员黄寒凌
温丽丽）麻章一男子在碰瓷后，竟通过伪装
报警，并让同伙在电话中扮成警察劝车主

“私了”，从中实施诈骗。近日，麻章法院审
判了这起案件，被告人李某某因诈骗罪被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四个月，并处罚金人民
币三千元。目前，该案已生效。

2017年5月8日21时许，颜先生驾驶
轿车经过麻章区育才中路麻章区财政局附
近路段时，突然听到其车辆发出异响，下车
检查时，一名驾驶电动车的年轻男子李某
某自称被轿车撞伤，要求颜先生送其到医
院治疗。在送院途中，该男子称已经拨打
110报警，并将其手机交给颜先生接听，电
话里的“警察”对颜先生进行劝解，建议其
与该男子“私了”。随后该男子要求颜先生
赔偿10000元。

当晚22时许，亲友陈某接到颜先生电
话后，认为事有蹊跷，当即和颜先生赶回现
场查看。两人经一番讨论后，认为自称被
车撞伤的男子李某某存在“碰瓷”诈骗嫌
疑，当即拨打110报警。

接到警情的市交警支队麻章大队警员
到达现场后，通过110查询，发现李某某的
电话当晚并无向110报警的记录，且发生

“事故”后被碰撞的电动车从现场不翼而
飞，无法进行勘察，交警认为李某某存在

“碰瓷”嫌疑，随后将该案件移交辖区派出
所进行立案侦查。

民警通过对李某某持有的手机进行电
子取证，发现其所持的手机之前删除了两
条通讯录，其中一条姓名为“110”，实际上
电话号码为亲情短号“557”。经查，李某
某在本案之前先后在广州、深圳有以“碰
瓷”手法诈骗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刑罚，
其作案手法均为寻找到作案目标后，先驾
驶电动车假装被撞伤，随即用自己的手机
拨打预设通讯录姓名为“110”的其同伙的
电话号码，由其同伙扮演警察对受害人进
行劝解双方“私了”。

法官提醒，市民在发生交通意外后应
保护好事故现场，并及时拨打110报警，留
在原地等待交警作出事故责任认定。若车
主协商“私了”，需注意赔偿金额是否过分
超出实际损失。若怀疑自己遇到“碰瓷”事
件，请保持冷静并第一时间报警，避免遭受
经济损失。

本报讯（记者李亚强 通讯员梁艳艳）
“实在太感谢了，要不是你们，我都不知去
哪里找钱包了。”6月11日14时10分，市
民方先生在湛徐高速遂溪服务区领回了失
而复得的钱包。

“钱包里面有人民币4244.50元，还有
一本驾驶证、一张身份证、银行卡六张，一
张公司的门禁卡……”方先生表示，钱包里
面不仅现金不少，还有各种重要证件。据
了解，6月9日，方先生从广州出差完返程
回徐闻，在服务区休息时不慎遗落钱包。
几经思索，方先生想起，钱包可能掉在了高
速服务区。

6月11日，方先生返回湛徐高速遂溪
服务区询问。此时，方先生丢失的钱包已
经被服务区工作人员刘晓峰妥善保管。在
确认了钱包内的物件和方先生的身份后，
工作人员将钱包物归原主。

拾金不昧 物归原主

6月12日，2019年“科技进步
活动月”湛江市科普进社区活动在
赤坎区寸金街道九二一社区举行。

本次活动由市科协、赤坎区科
协、市科普中心、赤坎区寸金街道
办等单位联合举办，以“科技引领
时代 智慧点亮生活”为主题，通过
崭新科普书屋投入使用、科普讲
座、科技游园、义诊服务等多种形
式，向学生和社区居民奉献了一场
内容丰富、精彩纷呈的科普盛宴。

多年来，市科协、赤坎区科协
等单位积极推进“科技五进”工作，
不断加大科普工作力度，促进科技
创新和科学普及工作协调发展。

图为：在科普书屋内，孩子们
研究科普器具。

本报记者 林石湛 摄影报道

“珍爱生命，拒绝毒品！”“洁
身自爱，永不沾毒……”6 月 12
日，市二小的学生们庄严宣誓。
当天，以“远离毒品 快乐学习”为
主题的赤坎区禁毒宣教活动在市
二小举行（如图）。

本次活动由赤坎区禁毒办、
区教育局、区南桥街道办等单位
联合举办。活动通过毒品仿真样
品展示、毒品知识有奖问答、庄严
宣誓等多种方式，向学生、社区居
民等宣传毒品危害，提高抵御能
力，推动无毒校园、和谐社区的建
设。 本报记者 林石湛 摄影报道

赤坎开展科普进社区活动

远离毒品
快乐学习

全力做好“龙舟水”防御工作
我市落实“六举措”

本报讯（记者陈立华 苏国松 通讯
员陈文奎）记者日前从湛江市应急管理局
获悉，目前我市正值“龙舟水”集中降雨
期，为做好强降水防御工作，我市正按照

“迅速抓好落实，科学高效防范”的总体
要求，立足防大险、抗大灾、救大难，采取
强有力的“六举措”，切实做好强降雨期
的防御工作，确保安全形势保持稳定良
好态势。

一是强化担当抓“站位”。市委、市政
府始终要求全市有关职能部门切实提高

政治站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强化底线思维，主动增强忧患意识和
责任意识，充分认识做好“龙舟水”防御工
作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时刻绷紧防灾
减灾救灾这根弦，坚决克服麻痹和侥幸心
理，全力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

二是未雨绸缪抓“防范”。迅速传达
贯彻全省防御龙舟水视频调度会精神，
并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及时下发《关于
做好“龙舟水”期间防御救援工作的通
知》，要求各地、各有关单位加强组织领
导，落实防汛责任，强化预报预警，及时
启动响应，全力做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
洪地质灾害、城乡防洪排涝应急处置、水
利工程安全管理、应急抢险救援等重点
工作。强化联调联动预案，增强应急抢
险救援和人员转移有关准备。

三是压实责任抓“治理”。层层压实
三防工作责任，认真落实三防抢险救援

“六保障”联动机制，做细做实防御措
施。市委、市政府要求有关职能部门，在
进入“龙舟水”强降雨频发易引发洪涝灾
害时期，针对城市内涝、山洪可能会给城
市交通、基础设施、河流水库、群众生活
带来风险隐患，积极开展隐患排查治理
工作。

四是科学研判抓“会商”。我市组
织水务、气象、水文等部门领导和专家
召开“龙舟水”防御工作会商会，认真分
析当前降水总量和分布特点，研判我市
今年“龙舟水”期间气象水文整体趋势，
研究应对措施。加强对强对流天气和
地质灾害的监测预报工作，做好“十天
展望、5天预测、3天预报、6小时精细预

报、3 小时预警”的天气和水情雨情预
测预报工作。

五是有效应对抓“值守”。落实24小
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密切关注强降
水对辖区的影响，加强灾情信息处置，确
保通信联络畅通，做好突发事件的应对
准备工作，一旦出现灾情立即上报和及
时指挥处置。

六是加强引导抓“宣传”。充分利用
开展“安全生产月活动”时机，通过集中
开展一系列防灾减灾救灾知识宣传活
动，牢固树立防灾减灾救灾理念，让广大
群众掌握应急避险知识和技能，形成全
社会积极参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良好
氛围，有效提升全民防灾减灾意识和应
急避险能力，确保安全渡过“龙舟水”时
期，坚决打赢今年防汛抗灾保卫战。

唱“双簧”
劝“私了”

据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记者丁
静）12日上午，京张高铁最后一根钢轨在
中铁三局WZ-500型无砟轨道铺轨机牵
引下准确落在清华园隧道的枕木上，精调
之后，轨距误差在正负1毫米之内。铺轨
历时7个月后，被誉为中国铁路发展“集大
成者”、智能高铁示范工程的京张高铁实
现全线轨道贯通。

京张高铁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
基础工程，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重要
交通保障设施。线路全程174公里，起点
位于北京北站，终点在2022年北京冬奥
会另一举办地张家口。

作为我国智能高铁的示范工程，京
张高铁智能化“基因”深藏在其建设、使
用全过程。为解决铺轨工期紧、交叉作
业面多等挑战，中铁三局引进、研发各种

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实现了指挥中枢信
息化和智能化，质量追溯全生命周期智
能化等，为工程建设提供了科技支撑。

在八达岭长城站房建设中，中铁五局
八达岭长城站房项目科技部长杨才鑫，利
用BIM+AR技术将施工方法以二维码的
方式粘贴在施工地点，工人通过手机扫
码，就可以直观看到如何进行操作，施工
返工率极低。

基于北斗卫星和GIS技术，京张高
铁部署了一张“定位”大网，能够为建
设、运营、调度、维护、应急全流程提供
智能化服务。线路实时“体检”系统，可

以将全线每一个桥梁、车站，每一处钢轨
通过传感器连接至电脑。零件是否老
化，路基是否沉降，照明是否损坏，都能
一目了然。

“未来，京张高铁10个车站将有同一
个‘大脑’。”中铁设计京张高铁智能工程
化设计总体负责人李红侠说，通过这个

“大脑”，工作人员在控制室就可以实现
客站灯光、温度、湿度等设备管理、应急
指挥等。

列车的自动驾驶系统基本能达到和
地铁一样，不同的是速度。“这是世界首
次，在350公里的时速下模拟一个最好的

司机，用算法开出一条安全、节能、高效的
列车。”中铁设计京张高铁信号设计负责
人王东方说。

此外，通过电子客票、刷脸进站等可
简化乘车流程；站内导航与站外导航融
合，乘客从家出发输入车次即可导航至检
票口或候车厅。

“我们是站在中国铁路、装备制造、综
合国力飞速发展的‘肩膀’上，谋划中国高
铁的又一次飞跃。”中铁设计京张高铁总
体设计师王洪雨说，团队300余名设计
师，前期工作用了7年时间，力求打造中国
铁路精品工程。

麻章一男子道路碰瓷被判刑

聚焦湛江聚焦湛江““安全生产月安全生产月””

雷州召开“广东扶贫济困
日”动员会

将开展系列活动
组织动员捐款

本报讯（记者李亚强 通讯员郑光武）
在禁渔期连续开展捕捞作业，近日，遂溪县
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余某非法捕捞水产
品罪作出宣判，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判处
被告人余某拘役五个月，缓刑十个月。

为谋取非法利益，余某在南海伏季休
渔期期间，驾驶渔船进行来回拖网捕捞作
业，被广东省渔政总队遂溪大队逮了个正
着，并被当场扣押渔船一艘、电球一只、电
线两条和渔网一张。

禁渔期非法捕捞
被逮个正着

我国首条智能高铁京张高铁全线轨道贯通
新华社南宁6月12日电（记者雷嘉

兴）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获
悉，连日来，广西局部地区的强降雨已造成
河池、南宁、桂林、柳州、百色、防城港等6市
38县（市、区）出现洪涝灾情。截至12日15
时，本次灾害过程已经造成17人死亡、9人
失踪，受灾人数超过59万。

广西气象台12日17时继续发布暴雨
黄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桂林、柳州、贺
州、来宾、南宁、贵港、梧州、玉林、崇左、钦州
等市及百色市南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
雨，局部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
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注意加强防范。

广西强降雨
已造成17人死亡

进行时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