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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支荣 李锦）日前，桂林医
学院附属医院与北京屈正爱心基金会公益合作签约仪式举行。
签约后，该院正式成为屈正爱心基金会“医疗救助贫困家庭先
天性心脏病儿童”项目的第 36 家定点合作医院，将对我市及
周边地区贫困先天性心脏病患儿进行筛查，并提供免费救治。
  据悉，屈正爱心基金会是由《中国心血管病研究》杂志主
编、知名心血管外科专家屈正教授创办的 5A 级慈善组织。自
2012 年 5 月成立以来，截至今年 5 月底，该基金会已募集善
款 1000 多万元，为 650 多名先心病儿童进行医疗救助。此
外，还募集到近 90 万元资助先心病术后康复儿童 300 多名。
该基金会还开展“护心云工程”公益项目，为基层医疗机构无
偿捐赠心电检查设备，帮扶贫困地区医疗机构建设“区域化网
络心电诊断中心”，让更多的心血管病患者受益。
  桂医附院相关人士介绍，申请免费救治的患者需符合以下
条件：年龄在 0 — 14 周岁；属于经当地政府认证的贫困家
庭，即城镇低保家庭和农村年收入低于当地平均水平的家庭；
受助者须在桂医附院接受治疗。救助病种包括房间隔缺损、室
间隔缺损、动脉导管未闭、肺动脉狭窄（中度）等 17 种先天
性心脏病。救助费用为除去当地医疗保险报销后的患者自费部
分（最高救助额度原则上不超过 5 万元/人次）。符合条件的
患者，其家长可向该院申请，经屈正爱心基金会审核后实施
手术。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黄爱群）在“六一”儿童
节来临之际， 5 月 29 日下午，秀峰区民政局携手广西仁者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甲山街道、阳江社区等单位，在尊神庙美食
广场开展“六一”主题活动。
  文艺表演、“绘出童年”、科普大篷车……在活动现场，
精彩纷呈的节目、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超过 400 名儿童
前来观看参与。一张张灿烂的笑脸，一支支欢快的歌谣，让孩
子们感受到了浓厚的节日气氛。
  这些孩子中间，有一群特别的困境儿童。他们因为家庭原
因、自身健康原因，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关注。广西仁者社会工
作服务中心负责人告诉记者，本次活动特别为他们设置了慰问
环节，现场给 10 名困境儿童送上了每人 200 元慰问金。同
时，从今年 6 月 1 日开始，新未成年人保护法开始实施，中
心也借此机会向社会各界开展普法宣传，营造全社会都来关爱
未成年人的浓厚氛围。
  
  上图：孩子们在“六一”主题活动现场体验“铁钉桥”游

戏，学习磁场科学知识。      记者韦莎妮娜 摄

  本报讯（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涂安弟）在第 23 个中国
计生协会“ 5·29 会员日”来临之际，市计生协会、秀峰区
政府举办计生主题宣传服务活动，庆祝中国计生协会成立 41
周年，并启动计生特殊家庭帮扶项目，向 5 户贫困计生家庭
现场发放补助资金共计 2 万元。
  近年来，秀峰区依托辖区计生协会，将计生工作开展得有
声有色。辖区计生协会组织实施的关爱保险、爱心保险、计生
特殊家庭综合保险、暖心家园、向日葵亲子小屋、计生特殊家
庭帮扶等惠民项目，惠及了数以万计的计生家庭。秀峰区计生
协会先后被中国计生协会、自治区计生协会授予全国计划生育
协会县级先进单位和第五届全区计划生育协会县级先进单位。
秀峰区先后被国家计生协会确定为桂林市首个“暖心家园”项
目示范点、全国首批“向日葵亲子小屋”项目执行单位、自治
区“向日葵亲子小屋”和“计生特殊家庭帮扶”项目点。
  居民张文秀（化名）因家里有残疾人，几年前被秀峰区列
为困难计生家庭，接受帮扶。活动当天，她和其他 4 户贫困
计生家庭分别领到了 4000 元的补助资金，这笔资金将主要用
于帮助他们发展莲藕种植、蔬菜种植等。
  秀峰区计生协会负责人表示，党的十九大提出，要促进生
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
究，实施健康中国战略。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秀峰区计
生协会将结合新形势、新任务，依托辖区 1 . 46 万名计生协会
会员，继续开展一系列计生惠民暖心工程，做广大计生家庭的
贴心人。

  本报讯（记者陈静 通讯员林雪梅）为增强广大人民群众
的安全意识，提高电梯突发事故应急处置救援水平，近日，桂
林理工大学社区联合物业公司、电梯公司、志愿者在理工大学
屏风小区开展了电梯应急救援演练活动。
  演练模拟场景中，“居民”被困在发生故障的电梯轿厢
内，急需救援。“被困居民”利用轿厢内的应急报警装置发出
求救信号，物业在收到求救信号后立即启动应急预案。物业和
志愿者通过实施警戒现场、切断电源、安抚居民、判断轿厢位
置、开启层门释放被困人员等环节，最终将“被困居民”安全
解救，随后电梯公司人员对电梯进行隐患排查，确认电梯安全
后恢复正常运行。
  据活动组织者介绍，这样的演练在有效宣传电梯逃生安全
知识和应急技巧的同时，更提高了社区及物业工作人员处理突
发事故的应变能力，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社区安全环境。

  本报讯（通讯员蔡静） 5 月 29 日，平乐农合行组织员工及其子女
50 余人到平乐县张家镇香花村委青草塘革命老区开展“童心向党学党
史 红色基因代代传”“六一”儿童节主题活动，为员工及小朋友上了
一堂深刻的“红色”党史课。
  青草塘红色教育基地讲解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和生动的小故事为小
朋友们介绍青草塘人民组建抗日游击队和地下交通站，积极参与抗击日
寇、埋葬蒋家王朝的故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
没有新中国……”小朋友们挥着手中的旗帜，用稚嫩的声音高声歌颂中
国共产党。该行员工们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孩子
们的“六一”礼物很特别，通过“打卡”红色革命教育基地，在幼小的
心灵播种下一颗红色的种子。一位小朋友认真地说：“今天活动让我知
道了，现在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在以后我会传承红色文化，发扬革命
先辈的艰苦奋斗精神。”
  据悉，平乐农合行党委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充分利用好辖区
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先后组织全体青年员工及员工子女近 200
人次“打卡”平乐县各处红色教育基地，通过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进一
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心、走深、走实。

   5 月 29 日，资源农商
行大埠街支行在“六一”儿童节
到来之际，举办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小小银行家”亲子活动。
8 名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下，
跟随资源农商行的员工参观银
行，了解和操作 ATM 机等自
助设备，办理存取款等业务，体
验了农商行的优质服务，并积
极参加了该行精心准备的财商
小课堂、认识真假币、基础服务
礼仪、点钞比赛等项目。
  家长们非常开心能够陪着
孩子参加这次小小银行家亲子
活动，不仅让孩子们了解银行，
学习金融知识，还让孩子们感
受到社会的关爱，并和其他伙
伴们分享快乐。希望通过此次
活动让小朋友从小培养财商意
识，为能成为小小银行家打下
基础。  （谌永成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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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乐农合行开展
“六一”儿童节主题活动

小小银行家 财富大管家

资源农商行举行“小小银行家”亲子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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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刘倩 通讯员胡杰 骆艳琳）日前，市城管
支队持续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加强开展对我市
主城区户外广告牌的清查和整治力度，对中山北路一块存在安
全隐患的户外广告依法拆除，为市民群众打造干净、整洁、优
美、安全的生活环境。
  5 月中旬，市城管支队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中山
北路 159 号有一处破损的户外广告，不仅影响市容，且无人
看管和定期维护，存在安全隐患。支队三大队立即开展调查，
经现场勘察，该户外广告位于中山北路 159 号一办公楼外立
面，宽约 12 米，高约 15 米，由于年久失修，广告框架和连
接点已锈蚀，底盘框架有松动。因连续降雨不宜实施拆除，支
队三大队先行采取不定期巡查和暴风雨天气专人值守相结合的
方式，对该户外广告周边进行安全保障。 5 月 26 日，支队三
大队组织专业拆除人员，在吊机的协助下，用时 7 个小时，将
该户外广告顺利拆除，消除了一处安全隐患。

市城管支队：

拆除破损户外广告
消除安全隐患

  本报讯（记者陈静）近段时间，新冠肺
炎疫情在国内有所反弹，市民都想要尽快检
测核酸、接种疫苗，有不法分子也趁机蹭热
度实施诈骗。记者从市反诈中心了解到，近
两天，广东、山东等地出现涉疫苗的新骗
局，骗子假扮防疫人员实施诈骗。据了解，
目前我市暂无此类案例，但市民仍需保持
警惕。
  “这类骗局实际都是老套路，只是利用
市民希望尽快接种疫苗的心理，换了身马甲
实施诈骗。”市反诈中心相关负责人江洵介

绍分析了外地发生的案例，揭露此类诈骗的
4种套路及市民须注意的问题：
  套路一：骗子冒充疾控中心散发“交费
接种新冠疫苗”短信，其中包含引诱性链
接，也就是钓鱼网站，市民不要点击，一旦
点击了，切勿输入个人信息、银行卡号、密
码及手机验证码。
　　套路二：冒充“老师、亲友、同事、领
导”等熟人在社交群发送交费打疫苗信息。
市民在未核实对方身份前，切忌转账。
　　套路三：冒充“疫情防控中心”打来电话，

称有人使用接电话人的个人信息登记打疫
苗，或者对方称该手机号码涉嫌发布贩卖
假新冠疫苗的信息，要求其前往公安局核
查。遇到这类情况应尽快挂断电话，及时拨
打反诈中心电话 96110 进行核实。
  套路四：骗子自称是“疫苗中心人
员”或者“疫苗接种普查调查员”向市民
发送加好友申请，然后将其拉进刷单群里
进行刷单诈骗。市民如果大意加了对方好
友，可及时删除并将其拉黑。
  桂林警方提醒，这些骗局千变万化，

但有一点一定是相同的，那就是在最后一
定会诱导大家填写银行卡、密码、手机验
证码等，各位市民一定要保持警惕，谨防
被骗。
  同时，记者从市疾控中心官方公众号
了解到，市民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全部是免
费的，由政府承担疫苗及接种费用，广大
市民朋友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接种预约。
1 . 在微信上关注“桂林健康”、“桂林疾控”
公众号进行预约；2 . 到村（社区）进行登
记预约； 3 . 到接种点现场预约。

 外地出现涉疫苗接种新骗局

警方：我市虽无案例，但市民仍需警惕

  党旗、党徽、红领
巾、天安门……一个个红
色元素出现在透明伞面
上。 5 月 29 日，秀峰区
秀峰街道百梓社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站组织辖区未成
年人开展“童心向党迎百
年，绘伞撑起快乐童年”
“六一”活动，近 20 名
孩子展开想象画出自己心
中绚丽多彩的祖国，一笔
一画勾勒出对祖国对党的
热爱。 
   记者陈静 摄

  日前，市女企业家协会、“周末爱心妈妈”志愿服务

队携手灌阳县政协组成慰问组，先后来到灌阳县新街镇龙炼

小学和文市镇集全小学，为两所学校的孩子们送上节日祝

福，并带来了慰问品、助学金。图为慰问组在集全小学开展

慰问。        记者徐莹波 通讯员蒋慧 摄

“周末爱心妈妈”
携手灌阳县政协
开展慰问活动

  ▲ 5 月 31 日，市回民小学的汉、壮、回、苗、瑶等 12 个民族师生齐聚一堂，开展“花儿少年心
向党 唱响红歌颂党恩”主题活动。孩子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在校园里唱响红歌、举办民族特色
美食集市、载歌载舞庆祝这个属于自己的节日。图为学生们穿上本民族服饰，在校园里举办民族
特色美食集市。       记者韦莎妮娜 通讯员毛馨敏 尹毅勤 摄

主主题题活活动动迎迎““六六一一””

困境儿童获关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