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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提示：本日全市平安状况优（优秀镇街20个、良好镇街3个、平稳镇街1个），无红色预警地区。

提醒市民做好家居安全防范，在公共场所注意保管财物，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珠海平安指数
(数据发布：珠海市平安办)

颜色贴士：■优秀 ■■良好 ■平稳 ■预警

国内主要城市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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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 多云 1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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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天晴，早晚较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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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市属公园春节花展搭设已基本完毕

二十余万盆时花迎新春

今天：大致天晴，早晚较冷；

气温：12-19℃；风向：东北风；风

速：陆地3级，海面4到5级阵风6

级；相对湿度：40%-70%。

本报讯 记者高松 熊伟健
报道：2月12日，记者从市城建
集团粤华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了
解到，春节期间，我市海滨公
园、景山公园、白莲洞公园等市
属公园将举办2018春节花展，
与市民共迎新春。本次花展展
出时间跨越整个农历新年,目
前，各市属公园内花展搭设已
基本完成。

据该公司负责人介绍，本
届新春花展共分三部分展示，
在海滨公园主展区，占地面积
约8000平方米，以郁金香为主
题花，搭配紫罗兰、波斯菊等艳
丽花卉，用片状的形式，预留互
通草地，方便游客来往观赏，为
了突出主题年，丰富视觉效果，
采用泡沫雕塑搭配红绿草造
景，制作卡通狗立体造型，寓意
狗年旺旺旺。海滨公园展区共
种植了10万株郁金香，种植面
积约3000平方米，摆放和种植
菊花、紫罗兰等色彩艳丽的时
花9万余盆，制作摆花景点10
个。同时，为提升美化公园环
境，还在情侣路边种植花卉，面
积约2000平方米。

白莲洞公园、景山公园也
布置了摆花景点6个，其中白
莲洞公园在东门入口处种植向

日葵1700多株，与门口“迎春
纳福”景点相配合，向日葵新春
期间将全面绽放，以一张张灿
烂的笑脸迎候市民游客的到
来。而在各市属公园入口处、

主要公园道路及主要观景点也
摆放有各类时花共20余个品
种，数量合计17万多盆，同时，
布置灯笼合计9000多个、风车
300 多串，以及悬挂彩灯、拉

花、刀旗等饰品。
记者还了解到，由于野狸

岛（名亭公园）改造工程还未完
成，所以，春节期间野狸岛（名
亭公园）将不对外开放。

市属公园春节花展已基本搭设完毕，静待游客到来。 本报记者 吴长赋 摄

本报讯 记者耿晓筠报道：
春节到了，珠海人开始进入“买买
买”的采购年货模式。珠海银行
业有关人士温馨提示，市民在欢
欢喜喜过大年的同时，要格外留
心自己信用卡的各种“异常”信
息，别让不法分子钻了空子，导致

“荷包”受损。
近日，珠海市民丁先生接到

银行客服打来的电话，提醒他的
银行信用卡被监测到在英国有
异常消费记录，并询问他近期是
否在国外有消费。这个电话让
丁先生惊出一身冷汗，于是他急
忙登录网上银行查看自己信用卡
的消费记录，当被告知银行已第
一时间冻结了可能有“鬼”的信用
卡，盗刷行为并未“得逞”时，丁先
生悬着的心才放下。无独有偶，
前几日，吴女士也接到了类似的
银行客服电话，提醒她的信用卡
在美国有异常消费行为，并告知
银行已将她的信用卡“锁”住，让
她携带身份证到银行营业厅办理
换卡手续。

人在国内、卡在身上，信用
卡怎么会在国外被盗刷？据我
市银行业人士介绍，近年来，银
行卡被盗刷现象越来越猖獗，且
形式多样。与此同时，随着大家
境外游的增多，信用卡在国外被
盗刷的案例也在上升。珠海工
行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针对信
用卡被盗刷现象，包括境外盗刷、
跨地区盗刷、夜间盗刷、境外网站
盗刷、高额盗刷等，许多银行已推
出“撒手锏”——“账户安全锁”，

持卡人可选用境外锁、地区锁、夜
间锁、境外无卡支付锁、限额锁等
来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与此同
时，目前部分银行已推出“账户安
全险”，在信用卡账户安全险保险
期间内，若持卡人的信用卡由于
丢失、被盗、被复制等导致自己的
信用卡被他人通过银行柜面、或
ATM机、或POS机、或互联网交
易盗取或转账而遭受资金损失，
对于卡片挂失前72小时的交易，
保险公司将为持卡人提供保险赔
付。

我市银行工作人员提醒市
民，年前是不法分子作案的高发
期，信用卡被盗刷的概率也比平
时要高，持卡者要提高风险防范
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让盗刷风
险从源头杜绝。如持卡人发现银
行卡被盗或被盗刷，应及时拨打
银行客服专线，根据要求提交报
警回执、身份证复印件、理赔申请
表、挂失证明、盗刷交易明细等材
料。切记报警回执是重要的理赔
材料，因此，第一时间要打电话报
警很重要。日常用卡过程中，应
该怎样来保障信用卡的使用安全
呢？我市银行工作人员向持卡人
支招，目前芯片卡安全系数更高，
不容易被克隆，因此如果市民手
中的银行卡仍是老的磁条卡，建
议尽早更换芯片卡；同时，养成良
好的用卡习惯，如在平时刷卡消
费时一定做到卡不离眼，消费时
不要留下卡片信息；如果卡片一
旦出现“异常”，要尽快联络发卡
银行并尽快更换一张新的卡片。

年关到了
小心你的信用卡被盗刷

本报讯 记者康振华报道：
记者2月12日获悉，近期，市
人民医院高栏港医院与市人民
医院远程心电诊断中心实现了
多地实时远程心电监护功能，
借助智能化可穿戴式医疗设备
和互联网，由珠海市人民医院
的医生远程出具动态心电图报
告。今后，高栏港区需要做动
态心电监护及检测的患者，就

近在珠海市人民医院高栏港医
院就可以做相关检查，并享受
珠海市人民医院医生的诊疗服
务。

珠海市人民医院远程心电
诊断中心是以珠海市人民医院
为核心，通过互联网+技术，构
建与珠海市人民医院高栏港医
院、横琴综合门诊部、海关医务
所、珠海市人民医院海岛分院、

珠海市平沙医院、香洲区人民
医院等9家医院为协作医院网
络。

据了解，今后，珠海市人民
医院高栏港医院将通过开展心
血管疾病远程会诊等领域的合
作，提高心血管疾病早期监测水
平，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降
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致残
率，方便群众看病就医。

市人民医院与该院高栏港医院实现实时远程心电监护功能

港区患者可就近检查

本报讯 记者郭秀玉报道：
新春佳节将至，珠海市民和游
客又多了一个休闲健身的好去
处！目前，备受关注的珠海亮
华圆明新园生态体育园网球
场、壁球场、篮球场以及室外
群众性吊环、压腿、徒步等辅
助健身场地，已经施工完成，
春节前可面向全市免费、半公
益或低价开放。作为我市新
增的一家综合性健身休闲场
所，该生态体育园的建成，将极
大满足周边居民对体育锻炼场
所的需求。

满足周边居民健身休闲需求

亮华生态体育园位于圆
明新园园区北侧原规划为跑
马场的运动休闲片区。虽然
马场在 2015 年 6 月撤走了，
但项目区域杂草丛生，成了废
物堆积场。

据悉，在政府规划建设下，
目前老香洲已有大镜山水库社
区体育活动中心，新香洲有梅
华公园、海天驿站等场所，而吉
大、兰埔、前山周边暂时没有功
能齐全的综合性运动健身场
所。兴建一所配套完善的健身

场所、填补周边区域空白的需
求显得尤为重要。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珠海
九洲控股集团依托圆明新园优
质公共资源，建设生态体育园
项目。投资主体亮华生态体育
园董事长丁国旗与珠海元基投
资集团公司董事长何强启动了
圆明新园原跑马场设施改造项
目，并引入规划设计团队，以生
态、体育为特色，以服务全民健
身活动为目的，通过恢复生态
植被景观，打造集体育运动、小
球康体、娱乐休闲、观光旅游和
生态保护为一体的多功能复合
型场所。

亲近自然，健身观光两不误

丁国旗是港澳人士、珠海
政协委员，不但热心珠海公益
事业，还经常对珠海体育事业、
特别是青少年体育事业的发展
建言献策。

丁国旗告诉记者，圆明新
园原跑马场设施改造项目是
在圆明新园旅游功能内，且属
于早期规划内的体育活动设
施项目，不涉及新增项目供地
和改变用地功能，与现有政策

并不冲突。此外，新园园区
背靠板樟山山脉，空间大，视
野开阔，空气清新，为发展体
育休闲运动和健身康体活动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优质生态
资源。

在规划建设设计上，亮华
生态体育园充分利用后山地形
高度形成的功能空间，依托原
有自然地貌，构建二层架空并
补种绿化层，减少地形改造和
对现有植被的破坏，真正做到
浑然天成；在功能设计上，对
体育、休闲、娱乐等活动元素
进行合理布局，增加如乒乓
球、羽毛球、台球、桌球、网球、
壁球、青少年健身训练、市民
及青少年高尔夫培训练习等
群众参与性强的小球体育运
动项目，划定公益免费活动
项目区域，并在延伸区域修
建运动休息亭、观景亭、步
行栈道等体育配套设施 。
项目建成后，广大群众可以
通过贴近自然、亲近自然的
体育锻炼，得到轻松愉快的
体验，最大限度满足群众对
体育锻炼和生态环境保护的
双重需求。

我市新增综合性健身休闲场所——亮华圆明新园生态体育园

部分设施免费对市民开放

本报讯 记者张帆报道：
12 日下午，由白蕉镇妇联主
办，斗门区心益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组织40多名志愿者，上门
走访多位白蕉镇单亲特困母
亲，了解她们的需求，为下一步
做好单亲特困母亲的深入帮扶
工作提供重要参考。

参与本次走访的除了志愿
者，还有8名心理咨询师、家庭
教育指导师以及阳光使者-心
理关爱辅导员，9个小组分别
拿着贴有“白蕉康乃馨爱心行

动”字样的棉被出发，共走访了
32户单亲特困母亲，并将棉被
送到她们的手上。

走访过程中，社工们不仅
收集和了解单亲特困母亲的
基本情况，了解家庭现状和需
求，同时通过观察和交谈记录
这些家庭的需要，如是否有咨
询需求、活动需求、培训和就
业需求等。

志愿者探访后汇总了单亲
特困家庭情况，如某女士生活
环境相对困难，一家4口人全

靠她给别人种菜维持生活，女
儿离异抚养儿子，并且女儿有
癫痫症不能工作，儿子消极对
待生活等，生活非常拮据。志
愿者临走时主动凑了钱款当
场捐给这位母亲。据悉，这些
单亲母亲多数面临着经济压
力、心理压力、疾病压力、子女
教育和就业问题等。社工们
走访收集到的问题和需求，将
为下一步做好单亲特困母亲
的深入帮扶工作提供重要参
考。

志愿者走访单亲特困母亲

本报讯 记者许晖报道：去
年12月以来，市委、市政府迅
速行动，在全市部署开展岁末
年初火灾防控“六类场所、十项
必查”专项工作。紧盯小档口、

“三合一”场所、群租房、建筑工
程施工现场、养老服务机构、寄
宿学校等六类场所的火灾隐
患，全面开展清查行动。

行动期间，各级党委、政府
主要领导亲自抓消防安全工
作，专门带队深入老旧小区、城
中村等火灾隐患突出区域和高
层建筑、大型综合体、大型化工
企业等重点防护部位检查调
研，提出具体意见，研究形成

“管长远”的政策措施。
各级各部门落实分工，压

实责任，明确由区政府承担辖
区整治工作第一责任，镇政府、
街道办事处承担直接责任，全
面整合综治员、安监员、户管
员、网格员等力量，对辖区小档
口、“三合一”场所、群租房、建
筑工程施工现场、养老服务机
构、寄宿学校进行全面排查整
改。公安、安监、教育、民政、卫
计、邮政、燃气、电力、住规建、
文体旅游等部门根据分工要
求，形成整治工作合力，推动整
治行动纵深开展。

行动以来，全市共排查小
档口5.76万家、群租房15554
栋、建筑工程施工现场233处、
养老服务机构26处、寄宿学校
153 间。督促相关场所采取

“十项必查”措施，共督促安装
漏电保护开关4369个、电线套
管3749个、清理紧急逃生通道
424条、合用场所建设物理防
火分隔2044处、搬离违规住人
1129 人、清理电动自行车
1178辆、拆除易燃材料1866
处、落实施工现场消防安全保
障措施233处。对排查出的消
防违法行为，公安消防部门严
格执法，对危及公共安全的行
为，依法采取查封、关停、拘留
等强制措施，及时消除隐患，确
保不发生重特大事故。

冬季以来，市公安消防部
门共出动警力11926人次，车
辆 2413台次，处置各类警情
1059宗，抢救和疏散被困人员
1837人，保护和抢救财产价值
超过621万元。

我市纵深开展火灾
防控“六类场所、十
项必查”专项行动

全面清查
火灾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