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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伯，
你被碰瓷了

金华市公安局王浩播报
几天前，白龙桥派出所，抓获一个碰瓷团伙。
人虽然抓住了，但有个问题一直困扰我们，
1 个嫌犯交代
了一起碰瓷，
但一直联系不到那个受害人。
我们猜测，那个受害人可能不知道自己被碰瓷了，所以一
直没报警，如果你和下面所描述的受害人情况类似，请速与我
们联系。
/ 月 !. 日或 / 月 !2 日中午，.0 岁左右的大伯骑着一辆

电动三轮车，
经过江南东阳街西埠头村路，与骑自行车的人相
撞，
对方说伤势严重，
大伯和他一起去文荣医院拍片。
对方说私了，大伯也同意了，谈好价格是 4000 元，最后，
大伯把钱凑好，送到 110 国道与东阳街交叉口附近梅溪大桥
公交车站边的奶牛场，交给了他们。
如果你或你的亲戚朋友碰到过这个事，
请与我们联系，
张
警官，
!.".5"!!$.2、/$$!0!$$。（记者 徐贤康 方志坚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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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 米外射中鹌鹑蛋

昨天，全省公安特警警务技能比赛在金华举行，比赛有
!! 支队伍，.. 人参加。比赛分两个科目，一个是长短枪项目，
共有 !. 发子弹，参赛特警要奔跑一段距离后瞄准射击，有好
几个射击点，以时间最短者胜，如果射击有一次没上靶，比赛
时间就加 !. 秒。狙击步枪项目，
参赛特警要在 !00 米外的地
一枚子弹
方，
命中鹌鹑蛋。队员们使用的狙击枪价格 $5 万元，
价格 .0 元。这次比赛，长短枪项目冠军是绍兴特警，
而狙击项
目冠军是金华的特警。
（记者 徐贤康 方志坚）

记者董齐播报

义乌再添巨无霸市场

昨天，经过 !00 天建设，投资 10 亿元的义乌国际生产资
料市场一期一阶段正式开门营业。市场位于义乌机场西南侧，
按规划总用地面积 $22! 亩，超过了国际商贸城 $020 亩的规
模。一期一阶段占地约 .$0 亩，建筑规模约 5. 万平方米，市场
分为地上五层、地下一层，总共有标准商位 1500 间，主营商业
物流设备、
工业电气设备、印刷包装原材料、动力和发电设备、
食品加工机械（商用厨具设备）、印刷包装机械、织带机及注塑
机、灯具、皮革原辅材料等行业。目前已有 $000 多家生产企
业、
200 多家代理商入驻国际生产资料市场。

通讯员徐芝婷播报

企业欠电费 可提前预警
宝马车窗被砸现场
昨天中午 !! 点 10 分许，陆先生开着白色奥迪车到宾虹
西路 "00 多号办事，车子停在路边。不料，
!0 分钟后回来，副
驾驶座车窗玻璃被砸，车内一个公文包不见了。
陆先生说，包是 2000 元买来的，里面有 1.00 元现金、装
有重要资料的 3 盘、还有 . 个银行 3 盾。他怀疑是两个男子
下手的。他锁好车离开时，两个男子骑着摩托车来到他车旁
边，左看右看。他以为对方觉得他的车不错，在看车。
昨天下午 ! 点 10 分许，秋滨模具城一辆宝马车副驾驶座

玻璃被砸，
车内一只公文包被偷走。
被砸汽车停在一家作坊门外。女工说，
她听到边上传来嘭
的一声巨响，以为是楼上东西掉下来，砸到她老板的宝马车。
她跑出去一看，
车边上有两个男子，
正准备离开。她让两人站
住，
但他们骑着摩托车迅速离开。
宝马车主到场后确认，
车内一只公文包被偷，
里面有各种
文件。
（记者 方志坚 徐贤康 整理）

!! 月 !1 日，国网永康市供电公司启动电费预警机制，成
功处置了一起企业用户突遇变故发生的电费回收风险。
今年以来，部分企业因民间借贷陷入债务危机。为了有效
防范电费回收风险，永康市供电局推广实行分次结算、四方担
保、
财产抵押等方式细化管理制度。营销人员加强与企业用户
沟通交流，
及时掌握用户的动态信息，
对可能出现欠费的客户
进行预警、分析、汇报和分次划拨电费，并责成回收第一责任
人跟踪、监督和掌握客户发生欠费的危险信号，及时采取有效
措施，最大限度减少欠费额度，防止呆坏账的产生，防范欠费
风险。
（记者 应巧盈 整理）

百度联合万家医疗机构

投入 ! 亿成立健康公益联盟
!! 月 !" 日，百度公司联合上万家专
业医疗机构在京举行“关爱凝聚力量 平等
成就健康”主题发布会，宣布成立百度健康
公益联盟，专注于儿童医疗救助。“百度健
康公益联盟”是首个结合互联网平台和海
量专业医疗机构的直接救助平台，同时也
是全球最大的儿童医疗公益专业平台。据
悉，联盟成员中包括大批优秀民营医疗机
构，将能有效增加医疗资源的供给#为病患
儿童提供专业救助。
据悉，百度健康公益联盟以“平等成就
健康”为使命，旨在为需要救助的儿童提供
直接的专业医疗救助。联盟首期将联合投
入 $ 亿元医疗资源，覆盖国内上千个县市，
为因医疗资源有限而得不到及时救助的患
儿提供救助。
在中国，
父母外出打工的留守儿童、
贫
困儿童缺乏关爱和医疗救助问题十分严
峻，不少先天性疾病儿童，
往往因为高额的
治理费用，耽误了最佳救助时机。国内基层
地区，尤其是广大的偏远农村非常缺乏专
业的医疗技术人才，迫使儿童患病必须到
大城市救治，但高额的医疗费用使很多贫
困家庭很难承担，甚至一些城市家庭都无
力支付。对于特贫家庭，孩子一点小小的病
症，都可能让生活陷入巨大困境。
目前，百度健康公益联盟救助病种包
括：儿童先天性白内障、儿童先天外形缺
陷、儿童皮肤病、儿童自闭症、儿童意外伤
害等。病患儿童通过登录百度健康公益联
盟官方网站（!!!"%&'()*%+,-）提交申请，经
中华少年儿童慈善救助基金会 ""./ 儿童
紧急救助中心核实认证，确认真实有效且
属于救助范围之后，将会获得联盟成员中
一家或几家医疗机构提供的免费专业救
助。

在百度健康公益联盟的合作伙伴当
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民营医疗机构。目前
民营医疗机构已经在多个细分医疗领域发
展壮大，优质民营医院遍布各地。这些民营
医院以优质的服务、专业的治疗力量为老
百姓提供医疗服务，成为公立医疗机构的
有益补充。
百度健康公益联盟的成员之一、
优质民营医院代表——
—爱尔眼科最近成功
救助了一名四川宜宾贫困家庭的 . 岁先天
性白内障女孩宁宁，
让其重见光明。在启动
仪式上，百度健康公益联盟同时宣布启动
第一个 专 项 救 助 项 目 —
——
“ 瞳 计 划 ”，为
!000 个偏远贫困地区患有先天性白内障
的儿童提供手术治疗，
为他们带去光明。
事实上，建立健康公益联盟是百度在
打造良性医疗生态进程中的最新动作，作
为一家持续创新的高科技公司，百度一直
致力于构建权威、安全、可信的医疗搜索环
境。近年来，
百度相继与国家药监局、
北京
市卫生局、国家卫计委等权威部门展开深
度合作，引入官方核心数据，在搜索结果中
呈现优质信息，为用户求医问药提供方便
和保障。此外，
百度还通过技术创新上线医
疗知心搜索，
为网友提供在线咨询、
网上挂
号、寻医、就医的一站式医疗服务平台，从
多个维度促进民营医院的良性健康发展。
对此，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政医管局副
局长管仲军认为，
“ 我国医疗服务资源短
缺，尤其是优质医疗服务资源短缺，
分布不
均衡，为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的目标，除了政府的行动，还需要企业、社
会的共同努力。百度通过搭建百度健康公
益联盟这样的平台，聚合大量医疗资源，
包
括优秀的民营医疗机构，使需要救助的患
者和专业医疗机构实现对接，努力形成更
加高效的救助模式，为全方位发挥优质医

疗资源作用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提出“深化医疗
卫生体制改革”，指出要充分利用信息化手
段，促进优质医疗资源纵向流动。
“希望百度
健康公益联盟能成为医疗产业深化改革的一
次成功尝试。”百度副总裁朱光如是说，
“未
来，我们将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机制，与社会
各方一起探索，
为促进中国医疗产业进步、
弥
合医患鸿沟积极贡献力量，为推动形成更加
良性、
健康的医疗行业生态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