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在你身边

一月内两人被撞致伤，辱骂殴打现象屡见不鲜

马路天使怕“出来了回不去”

要闻 ２０14年3月25日 星期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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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产12万吨液态食品包装新材料

长沙周边
1000公里范围解“渴”
晟通将成全球最大双零箔生产基地

本报3月24日讯 （记者 唐爱平 通讯员 曾柳蓉） 今天， 在长沙举
办的“中国液态食品包装安全性解决方案专家论证会” 透露， 晟通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年产12万吨高精双零箔项目， 将于2014年底全部建成；
届时， 晟通集团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双零箔生产基地。

所谓双零箔，就是厚度以毫米为计量单位时小数点后有两个零的铝
箔，通常为厚度小于0.0075毫米的铝箔。 铝箔因其优良的特性，广泛用于
食品、饮料、香烟、药品、照相底板、家庭日用品等的包装材料。

据了解， 晟通集团是液态包装材料铝箔的优秀提供商， 中国铝行
业领先企业。 该项目通过引进国外设备， 通过产学研联合攻关， 可突
破双零箔生产中的难题， 促进我国铝合金材料工业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同时， 该项目填补了长江以南地区无大型铝合金材料生产企业的空白，
将彻底改写以长沙为轴心1000公里范围内， 高精铝板带箔无法满足市
场需求的历史， 有力促进中部区域产业的协同发展。 此外， 该项目还
可提供直接和间接就业岗位1000余个。

中国包装联合会副秘书长敖雯楠在今天的会上表示， 鉴于晟通集
团对包装行业的影响力和发展前景， 中国包装联合会决定由晟通集团
承办此次全国专题会议。 国内包装行业专家， 伊利、 雀巢等乳业巨头，
利乐、 界龙等标杆包装企业齐聚长沙， 共同分享与探讨液态食品包装
安全的问题与现状， 发展与突破。

道路交通安全整治
启动大排查

重点关注客运车辆、货车、危化品运
输车辆、校车、农村微型面包车“五类车”

本报3月24日讯（记者 陈淦璋 通讯员 雷文明）今天召
开的全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作出部署：各地要
全力抓好道路交通事故预防管理，启动全面排查工作。要按
照“全覆盖、零容忍”要求，排查一处，限期治理一处；治理不
到位的，一律严肃追责。副省长张剑飞出席会议。

本月20日和21日，怀化、娄底接连发生两起一次死亡5人
以上事故，影响恶劣。

省公安厅要求，各地要全面排查长期逃避监管、逾期不参
加安全技术检验等车辆，逾期不参加审验、交通违法多发未接
受处理、交通违法记分累计超过12分的驾驶人，管理混乱、隐患
突出的运输企业和客运站场，机动车违规登记检验、驾驶人违
规考试发证等交通管理薄弱环节。同时，要以客运车辆、货车、
危化品运输车辆、校车、农村微型面包车“五类车”为整治重点，
覆盖城市、农村和山区，确保整治到位。

张剑飞指出，严防重特大安全事故，要始终保持对打击无
证驾驶、酒后驾车、超限超载等违法违规行为的高压态势，也要
注重把监管力量放到偏远地区和广大农村等薄弱环节。预防道
路交通事故，明确责任与追究责任同等重要，事前预防与事后
追查同等重要。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严格责任、严格奖惩、形成
合力，努力创造有序、安全、畅通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

花季雨不停 气温在上升
本报3月24日讯（记者 周月桂）绵绵细雨中，樱花、油菜花开得正盛，

春意已然浓得化不开。气象预报显示，新的一周依旧多雨，然而气温的回
暖趋势不会改变。我们可以和着春雨的节奏，静候春天越来越暖。

湖南的春天短暂而迷人，不知不觉间，“草色遥看近却无”已换成“长
郊草色绿无涯”。此时节，浪漫樱花、灿烂菜花、妖娆桃花同时绽放，你有你
的雅致，我有我的乡土，各有各的姿态。除了热闹缤纷的花朵，如酥细雨也
是湖南春天必备的。温暖的春天，下点雨其实也是好的，身临“江南春雨”
这样诗意盎然的画面，难道不是一种享受？何况赏花人是不惧细雨的，上
个周末，省植物园有上万人冒雨入园赏花。

省气象台气象专家称，本周省内阴雨日数偏多，大家出行最好带上雨
伞，注意交通安全。具体天气预报为，24日和25日将是本周降水最强的时
段，湘中以北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26日，雨带南压，湘北降水间歇，湘南
维持阴雨天气；27日晚起，全省又将以阵雨为主。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是，由
于没有明显冷空气入侵， 局部地区雾和霾可能加强， 空气质量将受到影
响。

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践行群众路线

诚信为本 不做假账
本报3月24日讯 (通讯员 汤晓旭 彭茜 记者 张尚武 柳德新 ) 今

天， 我省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举行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
活动动员大会， 并倡导行业党员坚守“诚信为本、 操守为重、 坚持准
则、 不做假账”， 以严谨的专业精神、 良好的职业道德、 高质量的服务
获取客户信任， 维护社会公众利益和行业诚信形象。

我省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党委通过深入各执业机构调研、 座谈
等方式， 梳理出了行业“四风” 问题， 如： 有的党员缺乏进取精神和攻
坚克难干劲， 面对竞争缺乏应有危机感， 甘于平庸， 不能充分发挥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 有的党员缺乏执业操守， 诚信不够， 甚至违反行业规
范， 出具虚假报告； 有的党员片面追求效益， 缺乏社会责任感等。 我省
注册会计师资产评估行业党委提出， 加强理想信念和党的群众路线教
育， 聚焦“四风” 问题， 重点解决理想信念不坚定、 执业水平不高、 重
业务轻党建、 不讲诚信及职业道德缺失等问题。

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整改进行时

本报记者 余蓉

3月23日下午2时30分， 中南大
学湘雅二医院急诊室外传来120急救
车的呜呜声， 接诊台护士曹丹快步
走向急救车。

“病人什么情况？” 曹丹一边帮
忙推送医用抢救推车， 一边问随行
的患者家属。

“肚子痛了大半天， 人都快虚
脱了。” 患者女儿粟红英非常着急。

曹丹赶紧安排患者去了急诊内
科， 蔡羽中医生快步过来诊治。

患者名叫粟松林， 65岁。 3月23
日早上一起床， 粟松林觉得肚子痛，
一直没有好转， 就去了离家比较近
的一家医院看病。 医生给他做CT检
查发现他肝部有一个肿块， 还伴有

出血， 立即建议转院治疗。
“立即启用严重急腹症绿色通

道。 病人腹痛持续， 面色苍白， 血
压已经低于正常值， 随时有休克的
危险。” 蔡羽中马上安排患者进了抢
救室。

粟红英一听， 更着急了， 连忙
问： “蔡医生， 是不是要马上手
术？”

“你先别着急。 你爸爸现在是
急性症状， 若是确诊为肝腹部持续
出血， 不手术治疗会有生命危险，
但也不能立即手术。 他的身体状态
不稳定， 血压不平稳， 贸然手术会
增加风险。 我们先进行抗休克输液
治疗， 再做一些相关检查。 待情况
稳定了， 我们就立即手术。”

蔡羽中安排患者先做了腹壁穿

刺抽血检查， 没有抽到预期中明显
的不凝血液。 难道腹部出血不大或
是慢慢止住了？

又做一个血项检查， 发现血红
蛋白值在正常范围内。 真的没有出
血了吗？

病情不明确，决不能贸然手术。
蔡羽中立即请肝胆外科骆园医

生前来会诊：“骨穿没有抽到血可能
是穿刺的位置那里恰好没有积血，血
红蛋白正常也有可能是身体持续失
血而引起的血液浓缩所致。 为了进一
步确诊病情，再做一个CT检查吧。 ”

CT检查结果显示， 肝腹部出血
症状明显。 “等病人生命指征平稳，
就立刻安排手术吧。”

当天下午6时50分， 粟松林精神
恢复得不错， 他告诉女儿： “我觉

得自己好多了。”
蔡羽中赶过来检查患者身体，

抗休克输液治疗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准备手术！”

当晚7时， 粟松林被送进了手术
室。

粟红英和妈妈在外面等待， 着
急却又心安。 粟红英说： “从进医
院到现在， 蔡医生一直在跟我们介
绍爸爸的病情， 需要怎么治疗， 我
们心里有了谱， 感觉有了依靠。 我
们希望爸爸的病情没那么糟。”

患者肝部有一个肿块，目前尚不
知是良性还是恶性。 蔡羽中说：“那还
是未可知的一段治疗之路。 目前，患
者是因为腹部急性出血而危及生命。
在可以攻克的难关面前，我们决不让
病人轻易倒下。 ”

急诊室的故事
邮箱： hndaily@163.com“决不让病人轻易倒下”

本报记者 肖军
通讯员 谌芳荣 唐国强

一月内两人被撞致伤
3月24日， 记者从怀化市环境卫

生管理处获悉，2月19日和3月15日，
在不到1个月的时间内， 怀化城区连
续发生两起环卫工人遭遇车辆撞击
受伤事故，目前两名受伤的环卫工人
正在住院治疗。

在怀化市第一人民医院骨科病
房，48岁的陈克铁在其他人帮助下，
艰难地稍稍挪动下身子，却依旧难以
坐起。1个月前那场噩梦般的经历，让
他如今只能无奈地躺在病床上。

陈克铁是怀化市环卫处城中机
械作业大队洒水车司机。他含着泪向
记者介绍道：2月19日凌晨1时左右，
他在天星坪路段洒完一车水后，准备
去假日酒店对面的消防栓处加水，因
当时有一辆白色小车停在消防栓旁
阻挡了洒水车加水，他于是按喇叭想

要该车挪一下位，由此引来车上一男
两女的不满， 遭到几人拳打脚踢。其
间陈克铁寻机报警并向单位求助，但
事件却再度升级。 在小车开动后，陈
克铁被撞到小车引擎盖上，不等他下
来， 小车快速从 水二桥下至沿河
路，快到 水一桥时，才在一个急刹
车中将他摔至马路上， 小车扬长而
去。10多分钟后， 陈克铁被一名出租
车司机救起，送到正在四处寻找他的
110警车上，随后被送往医院救治。经
检查，陈克铁髋骨骨折，全身多处软
组织挫伤， 法医鉴定为轻伤二级，目
前手术情况良好，但恢复行走还要一
年左右。

此案已由鹤城公安分局城中派
出所立案查处，遗憾的是，1个多月过
去了，案件没有任何进展。

在怀化市第三人民医院ICU重症
监护室，躺着另一名环卫工人。她是
怀化市环卫处城中环卫所清扫保洁
员贺玉妹。 据了解，3月14日早上5时
左右，贺玉妹在新街作业时，被路过

的车辆撞倒在地， 肇事车辆逃逸而
去。直到附近的另一名环卫工人见该
路段无人清扫，担心出事，于是前来
寻找，才发现贺玉妹被撞。

贺玉妹随后被送往市三医院救
治，经诊断，她有12根肋骨断裂、腹腔
积血等，至今尚未脱离危险。目前，当
地公安部门已经立案，但肇事车辆仍
未找到。

环卫工渐成“高危作业”
环卫工人被人们赞誉为“城市黄

玫瑰”、“马路天使”、“城市美容师”，
但昼夜工作在城市道路上的环卫工
人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危险，在不到
1个月的时间内， 这两起与环卫工人
有关的惨祸触目惊心，让众多环卫工
人心有余悸。1名环卫女工告诉记者：

“辛苦我们不怕， 就怕出来了回不
去！”

怀化市环卫处主任夏立庆告诉
记者，为了救治这2名环卫工人，垫付
的资金已达10余万元。类似伤人事件

不是个案，全处有近2000人，每年都
有几十起环卫人员因车祸、殴打而致
伤的事件发生，环卫工人的工作似乎
已渐渐成为“高危作业”。去年，就有
一名环卫工人在 水路边清扫卫生
时被撞死。辱骂环卫工人的现象更是
屡见不鲜，由此造成了许多人对应聘
环卫工望而却步，致使环卫部门长期
出现了用工荒。

夏立庆分析，目前车辆路面抛物
现象严重是影响环卫工人安全的一
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一些不讲文明的
驾驶员或乘客随意将杂物扔出窗外，
致使环卫工人不得不冒险上路捡拾
清扫。而凌晨环卫工人作业时，由于
此时路面车辆相对白天较少，驾驶员
无形中加快了车速，而目前上路的新
手也越来越多，这些都给类似事故的
发生埋下了隐患。他呼吁驾驶员文明
驾车、安全驾车，同时希望全社会能
给环卫工人更多的尊重和关怀，公安
部门要加大对恶意伤害环卫工人案
件的侦破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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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学生志愿者在帮助老人过马路。当天，长沙市八一路小学在芙蓉区韭菜园街道八
一桥社区启动“文明交通，你我同行”行动，将在每月的24日组织学生志愿者走上街头，劝导文
明交通，帮助市民改掉“中国式过马路”的陋习。 本报记者 赵持 通讯员 旷利君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