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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寸 之 地 彰 显 民 生 之 重

本报讯（记者 陈薇）今年宁德市高校
毕业生服务社区工作已经启动。记者昨
日从市民政局获悉，今年全市共招募55名
高校毕业生，安排到各县（市、区）从事城
市社区建设工作，服务期限为 2年。报名
时间为 5月 25日至 6月 3日，可通过现场
报名或特快专递报名。

此次招募的 55名高校毕业生，拟安
排：蕉城10名、古田8名、屏南3名、周宁3
名、寿宁 3名、福安 8名、柘荣 3名、福鼎 9
名、霞浦8名。招募对象为2015年省内全
日制普通高校、省外全日制普通高校宁德

市生源应届高校毕业生和近年来未就业
高校毕业生（不含成人教育培养类别等非
全日制高校毕业生），并具备以下条件：思
想政治素质好，组织纪律观念强，志愿到
社区从事工作；学习成绩良好，具有相应
的专业知识，善于沟通，有较强口头表达
和文字表达能力；具有敬业奉献精神，遵
纪守法，作风正派，服从分配；年龄一般不
超过25周岁（1990年7月1日后出生），研
究生学历放宽至28周岁（1987年7月1日
后出生）；身体健康，符合规定的体检要
求。招募工作按照公开招募、自愿报名、

组织选拔、统一派遣的方式，坚持“公开、
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对报名参加招
募的高校毕业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募
派遣家庭经济困难并就业困难的高校毕
业生、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和岗位所在地
县（市、区）、镇（街道）生源的高校毕业生。

服务社区高校毕业生服务期间的生
活补贴每人每月1800元。同时，参照服务
社区所在的城市企业职工参加社会保险
的政策规定和标准，由所在街道（镇）办理
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城镇职工基本医
疗、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并办理人身意

外伤害保险。服务社区高校毕业生在校
期间的国家助学贷款本息，由省级财政按
每人每年 2000元代为偿还。各高校要根
据自身特点，结合实际制定鼓励引导毕业
生参加服务社区计划的具体措施，也可以
奖学金等方式支持毕业生参加服务社区
计划和为困难毕业生偿还助学贷款。服
务期间，由各级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
提供免费的人事档案基本公共服务，并建
立期满服务社区高校毕业生专门人才数
据库，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指导和推荐服
务，帮助其落实就业单位。

我市招募55名高校毕业生服务社区
报名时间截止至 6 月 3 日

5月23日，宁德师范学院2015届毕业生夏季校园招聘会暨师范类专场招聘会在学院内举行。据了解，本场招聘会共有
130家用人单位参会，提供3000多个岗位，其中，教育、市场营销、机械、生物等专业需求量较大。当日共有2000多名毕业生
参加招聘会，约350人初步达成就业意向。 本报记者 郑霄 摄

本报讯（记者 茹捷 何武初 刘琰）
5月 18日下午，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对峙，
福鼎秦屿边防派出所民警成功从一名陈
姓精神病患者刀下解救出了其父亲。

5月 18日下午 4时 10分许，“叮铃铃
……”一阵急促的报警铃声在秦屿边防
派出所值班室响起，该所接到群众报警
求助称，在辖区福鼎市太姥山镇秋溪村
一民宅大门口，一名 20多岁的男子手拿
菜刀，挟持了一名身材弱小的中年男子，
并威逼其吞食不明药物，情况十分危急。
该所民警第一时间制定了处置预案，并联
系了驻地政府工作人员及驻地医护人员
一同赶赴现场。

到达现场后，民警发现持刀男子为福
鼎市太姥山镇秋溪村村民陈某，曾因精神
病发作期间暴力伤人，有过被该所送治的
病史。而其刀下被挟持的瘦弱中年男子
则是陈某的父亲。

此时，陈某已陷入癫狂状态，情绪十
分暴躁不安。看到民警，陈某情绪更加激
动，不断挥舞着手中的菜刀对着民警比

划，威胁民警不要靠近，并试图扎刺周围
群众。而其刀下的父亲脸色苍白，嘴角疑
似有些白沫流出，表情十分痛苦。

时间就是生命。为尽快解救出受胁
迫的陈某父亲，并让其能够在最佳治疗时
间内接受有效治疗，确保其生命安全，该
所民警兵分两路，一路由该所辖区警长刘
锋带队形成应急处突组并紧急疏散围观
人群及过往群众，另一路由该所副所长廖
叶华带队准备对陈某进行喊话、劝说，以
转移陈某的注意力，降低陈某的警戒心。

随着时间的推移，陈某仍旧脸露不
安神态，手中持刀动作未有松动迹象，
甚至精神状态还有进一步恶化趋势。
见此情景，为尽量缩短解救其父的时
间，该所民警决定采取强攻解救陈父。
几次正、侧面突破尝试均未果之后，该

所民警“兵行险招”，由刘锋带队，另一
名民警绕到陈某身后，趁陈某不备，从
背面夺下其手中的刀具，将其制服。陈
父终于成功获救。

随后，民警第一时间联系了福鼎市精
神病院，协同政府工作人员将陈某送至福
鼎市精神病院进行治疗。

据邻居介绍：陈某平日里有十分严
重的暴力倾向，偶尔还会做出一些损坏
公私财物、扰乱社会秩序的行为，前段时
间已被送到福鼎市精神病院治疗。近
期，其父亲从福鼎市精神病院获悉陈某
病情稍有好转，便私自将其从精神病院
带回。当天上午陈某病发，拒绝服用精
神病治疗药物，并持刀威逼其父将药服
下，周边群众担心陈父生命安全，于是第
一时间拨打了110。

命悬一线的解救

本报讯（记者 陈薇）记者昨日从市卫计委了解
到，2015至2016年我市将为20500名城乡已婚低保
妇女开展以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为主要内容的常见
妇女病免费检查。

据了解，从 2009年起，我省建立城乡低保妇女
常见疾病免费检查制度，每两年组织实施一次城乡
低保妇女常见疾病免费检查，项目所需资金由省级
财政全额负担。城乡已婚低保妇女人均检查费用
112元/人，由省级财政全额承担。检查工作结束后，
省级财政根据实际检查人数进行结算。各地将加强
对专项补助资金的监督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并协调
相关部门落实督导、培训、宣传动员和质量控制等工
作经费，保障项目顺利实施。

城乡已婚低保妇女
可免费检查常见妇女病

本报讯（记者 杨洋）“您看，
我父亲的腿还能治吗？”“患者右
肱骨已出现红肿，必须要进行清
创引流才能再次手术……”上述
对话，并非出现在某家医院的诊
室内，而是记者 5月 21日在闽东
医院远程医学中心目击的一次现
代网络进行的“远程医疗”会诊，
它的一方是在周宁县医院，另一
方则是前来义诊的武汉协和医院
骨科郭晓东教授。

本次被会诊的患者是一名古
稀老人。据其主治医生王医生介
绍，4个月前，该患者右肱骨近端
骨折 neer分型三部分骨折，通过
诊断后实施“右肱骨近端骨折切
开复位+钢板内固定”手术。过了一个月，
该患者再次摔伤导致右股骨转子间，随后
又进行了“闭合复位+PENA内固定术”手
术。术后恢复良好，患者可扶行。不料，5
月 16日，患者原右肱骨近端骨折手术切
口出现红肿，伴有脓性分泌物流出。

“由于患者年事已高，目前对其是否

开刀还在犹豫中。刚好武汉协和医院专
家团来此会诊，所以就有了这次的会诊。”
王医生表示。

会诊从下午 3 时开始，到 5 时结束。
一台可视设备连接着双方，专家不时地要
求医院将拍片、病历等通过特别仪器传
递，并由当地医生对患者情况进行阐述。

最后会诊的意见是：建议抗炎治
疗、清创引流再行手术治疗。

闽东医院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远程医学是指运用现代通
讯技术，实现专家与患者、专家
与医务人员之间的异地“1∶1面
对面”会诊。这种远距离的医疗
方式克服了时间和空间给患者
求医问诊造成的障碍。通过在
医学专家和患者之间建立起全
新的联系，让参加会诊的与会人
员身临其境，实现真正意义上的
零距离感。该技术的推广使患
者在原地或原医院即可接受远
距离专家的会诊，并在其指导下
进行治疗和护理，节约医生往返

的大量时间，在为患者争取更快的诊疗
的同时也节省患者就医费用。

据了解，远程医学中心自去年 9月启
用至今，目前共实施远程会诊 29例。会
诊科室涉及重症医学科、消化内科、呼吸
内科、骨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普外科、
肿瘤科、儿科、口腔科等。

远程会诊 惠及千家万户

本报讯（记者 郑霄）5月 18日，
由国家海洋局组织的“美丽海岛”评选
活动网评环节结果正式公布。三都岛
作为我市唯一入选全国“美丽海岛”评
选的岛屿，最终以349346 票，从97个
海岛中脱颖而出，以全国第五的好成
绩，顺利进入专家评审阶段。

据悉，中国美丽海岛评选是近年
来国家海洋局首次举办的官方评选活
动，以“生态海洋，美丽海岛”为活动主
题，侧重生态文明衡量指标，评选活动
分为网络评选、专家评审、结果公示、
颁奖四个环节。自 4月 8日起开展首
轮网络投票活动，至 5月 15日投票结
束，累计超400万网友参与。

下一步，全国一线的海岛专家将
带领社会公众实地调访，以生态文明
为主要评选标准对网络投票入围的
20个海岛进行考察评分，最终遴选出
十大人文、生态兼具的中国美丽海岛
进行宣传推广。

三都岛入选全国
“美丽海岛”评选

网评成绩全国第五

本报讯（记者 范陈春 通讯员 叶
成春）近日，蕉城区法院审结被告人
刘某珍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115
万余元一案。由于刘某珍数罪并罚，
法院依法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并
处罚金人民币 55万元的判罚。并责
令其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30日内退出
赃款人民币679400元返还给被害人，
退出会员会款人民币642544元，返还
给各会员。

据了解，2012年11月至2014年2
月间，刘某珍因经济拮据，隐瞒其无力
偿债的财务状况，虚构购买房产、投资
生意等情况，向陈某燕、刘某华等5人
借款共计83万余元，扣除已支付的利
息，共骗取钱款679400元。刘某珍将
上述钱款用于偿还欠款、日常开销以
及挥霍。2014年 5月，刘某珍因无力
承担欠款而潜逃，难寻踪迹。同年 7
月 24 日，她被公安机关抓获后经查
明，其所有银行卡余额总计仅 406.45
元，且尚有银行贷款8万元未偿还。

随后，公安机关经办人员进一步
了解到，2012年8月至2014年3月，刘
某珍先后参加陈某燕、林某莲、彭某欢
等 16 人发起的 300 元、500 元、1000
元、2000元下标的民间互助会，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共计 1152144元，造成
会员损失共计642544元。

蕉城一女子恶意标会
诈骗被判12年

日前，国网福安供电公司组织施
工人员，在该市溪柄镇的偏远山村横
坑村开展低电压综合整治。横坑村位
于福安市东南部、溪柄镇东北部的边
远山区，海拔350米。全村343人，其
中大部分为老人。为了保证山村内老
人们的正常用电，国网福安供电公司
提前部署，安排好施工物资、人员，力
求最短时间内完成综合整治工作，尽
早让村里的老人们用上“放心电”。

梁荣 张翼 摄

5月23日，蕉城区公安分局举办“六一欢乐警营
行”警营开放日活动。据悉，该局通过以开放式互动
体验的形式，邀请30多名小学生进警营，体验民警
生活，以此展示蕉城公安形象。 杨洋 汤清 摄

本报讯（记者 王志凌 通讯员 孙瑞武）近日，伤
愈出院的福安市某绿化园林工程有限公司司机专程
赶到宁德高速交警三大队一中队，向民警送去“公正
执法热心为民”的锦旗，感谢民警的救援。

4月12日13时32分许，该中队接110指挥中心
转警称：在宁上线A道39K+500M处，一辆货车发生
事故，车上有人员受伤。赶到事故现场后，民警发现
该车驾驶员被卡在驾驶位上，脸色发白，身上多处血
迹。民警立即对现场快速布控，提醒过往车辆，防止
二次事故发生。同时安抚该驾驶员情绪，了解受伤
情况，并积极配合随后赶来的 119、120救援人员将
被卡驾驶员解救出来，为抢救伤员赢得了宝贵时
间。受伤驾驶员住院期间，该中队民警又多次前往
医院慰问，了解受伤情况，令驾驶员感动不已。于
是，便有了文章开头的动人一幕。

当日，医生正在进行远程会诊。

本报讯（夏建军）近日，福鼎市工商局12315投
诉举报台接到消费者夏先生投诉称，其与某房地产
开发商签订了一份房屋买卖合同，并与开发商指定
的物业管理公司签订了物业管理合同，自2014年12
月份交房后夏先生发现所购房屋漏水，经物业几次
维修，漏水问题仍没有解决，随后夏先生拒缴物业
费。今年 5月，物业公司要求夏先生缴纳从2014年
12月份交房后所欠物业费，消费者夏先生认为不合
理，于是向工商12315台投诉。

工商调解人员经调查后发现，开发商与物业管
理公司是两个独立民事主体，开发商与消费者之间
存在买卖合同关系，因为房屋质量问题，开发商构成
违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而消费者与物业管理公司
之间存在服务合同关系，如果物业管理公司如约履
行了自己的义务，消费者不缴纳物业管理费，就构成
违约，所以消费者对物业公司的维权主张主体不合
理。但工商调解人员经反复推敲，考虑到消费者的诉
求是针对房地产开发公司的，随即召集房地产开发公
司、物业公司和消费者进行三方调解，最终由开发商
承担消费者所欠物业费540元并解决漏水问题。

民警高速暖心救援
司机赠旗真诚致谢

房屋瑕疵业主拒缴物业
经调解开发商承担费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