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快拨快扫 GUILIN EVENING NEWS
24 小时报料热线 2834000

编辑陈远岸/版式设计秦哲/校对姚佳成

2019年5月16日 星期四10

根据《桂林市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责任制管理办法(暂行)》(市发
〔2016〕4号)文件精神要求，对我市龙胜县等十县的环境空气质量进行考核。现将
2019年4月份十县环境空气监测自动站点的监测结果排名公示如下：

2019年4月桂林市十县环境空气质量及排名

2019年4月份十县环境空气质量
排名结果公示

2019年4月份六区一县环境空气质量
排名结果公示

根据《桂林市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责任制管理办法(暂行)》(市发〔2016〕4号)
文件精神要求，对我市象山区、秀峰区、叠彩区、七星区、雁山区、临桂区、灵川县环境空气质
量进行考核。现将2019年4月份六区一县环境空气监测自动站点的监测结果排名公示如下：

2019年4月桂林市六区一县环境空气质量及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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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山区
旅游学院、
大埠中心校

8 33 .3 33 -54 .2 102 -8 .1 28 -67 .1 1 2 .49 -0 .80
书记：古保华
区长：杨玉霜

七星区
龙隐小学、
华侨旅游
经济区

9 -25 .0 35 -52 .1 116 -14 .1 27 -41 .3 2 2 .77 -1 .50
书记：石玉琳
区长：郑 平

灵川县 灵川县下窑 22 0 .0 54 -40 .0 117 1 .7 28 -40 .4 3 3 .55 -1 .22
书记：赵奇玲
县长：胡焕忠

叠彩区 林科所 12 33 .3 42 -37 .3 111 -10 .5 23 -39 .5 4 2 .75 -0 .75
书记：余 捷
区长：朱鹃屏

秀峰区
师专甲山

校区
13 -7 .1 38 -46 .5 109 -12 .1 29 -31 .0 5 3 .07 -0 .68

书记：蒋育亮
区长：雷 陈

临桂区
临桂区
环保局、
创业大厦

19 18 .8 46 -45 .9 117 -16 .4 31 -29 .5 6 3 .43 -0 .94
书记：何新明
区长：李绍政

象山区
监测站、
八中

11 0 .0 50 -36 .7 114 -8 .8 33 -19 .5 7 3 .54 -0 .64
书记：唐小忠
区长：经友新

均值 13 0 .0 43 -44 .2 112 -10 .4 28 -42 .9 - 3 .09 -0 .9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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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乐县 平乐县
环保局 10 11 .1 36 -45 .5 72 -37 .9 26 -40 .9 1 2 .64 -1 .00 书记：陆智成

县长：石小松

阳朔县 阳朔县宝泉 11 83 .3 43 -31 .7 90 -28 .6 27 -35 .7 2 2 .89 -0 .75 书记：蒋春华
县长：周 彦

兴安县 兴安县
环保局 19 -40 .6 39 -43 .5 140 70 .7 20 -33 .3 3 3 .18 -0 .43 书记：黄洪斌

县长：黄 钦

恭城县 恭城瑶族自
治县环保局 14 27 .3 30 -47 .4 127 -4 .5 22 -24 .1 4 2 .71 -0 .39 书记：邓晓强

县长：黄枝君

龙胜县
龙胜县环境
监测执法

大楼
14 -6 .7 34 -30 .6 138 15 .0 15 -11 .8 5 2 .66 -0 .03 书记：周 卉

县长：吴永合

荔浦市 荔浦市
环保局 11 10 .0 47 -20 .3 82 -39 .7 31 -11 .4 6 3 .12 -0 .77 书记：陈代昌

市长：李玉清

全州县 全州县城区 13 -31 .6 45 -26 .2 101 -16 .5 31 -11 .4 6 3 .04 -0 .63 书记：林武民
县长：周政英

灌阳县 灌阳县政府
大院 12 50 .0 33 -34 .0 78 -31 .0 25 -10 .7 8 2 .79 -0 .01 书记：周春涌

县长：卢 嵩

资源县 资源县
环保局 10 -9 .1 34 -42 .4 120 -11 .8 23 -8 .0 9 2 .65 -0 .58 书记：韦绍艺

县长：谭玉成

永福县 永福县
环保局 42 55 .6 67 4 .7 111 -20 .7 37 2 .8 10 4 .41 0 .01 书记：廖照德

县长：莫振华

均值 16 6 .7 41 -31 .7 106 -13 .1 26 -18 .8 - 3 .01 -0 .46 -

15日上午，市民黄先生拨打晚报报料
热线：我是永福县人，今年七十多岁，由
于膝下无儿无女，平常一个人独自生活。
5月初开始，我就感觉浑身上下不舒服，
直到8号那天晕倒在家。幸运的是，民警
接到我朋友的求助，立即赶到我家里，发
现了昏倒在沙发上的我，立即将我送往医
院。过了几天，身体情况得到好转，医生
告诉我，若不是民警果断处置送医及时，
我这条命就捡不回来了。14号下午，民警
们还专门到医院看望我，询问我的情况，

真的让我非常感动。我也不知道怎么向他
们表示感谢，多方打听知道了报社的报料
电话，希望通过晚报向民警们表示感谢。

2834000 晚报热线记者蒋璇 通讯员
周 黄彩强核实报道： 5 月 8 日下午 1
点多，永福巡警大队接到 110 指挥中心
转来的警情，报警人称有一名孤寡老人接
连几天都没见出门，因担心其发生意外，
只好请求民警救助。

接到报警后，巡警大队处警小组立即

驱车赶往现场。到现场后，出警队员发
现房门从内紧锁，无论他们如何敲门呼
唤都没有任何回应。民警们预感老人可
能发生了意外，于是马上联系开锁师傅
过来开锁。果不其然，当他们打开房门
后，只见老人躺在沙发上，脸色发青，
双眼紧闭，一动不动，情况很不乐观。

出警队员见状赶紧联系120急救中
心，几分钟后，120救护人员赶到了现
场。救护人员对老人进行检查，初步判
断为脑血栓。情况十分紧急，出警队员

立即配合医护人员用担架将老人抬上
120急救车，并紧急送往医院救治，同
时联系民政局工作人员赶往医院。

据了解，老人姓黄，70多岁了，系
五保户，一直都是独自生活，平日朋友
对他很是关照。所幸发现并抢救及时，
目前老人并无生命危险。

14 日，心系老人的民警们来到医
院看望老人，向他表达关心和慰问，让
老人感受到了来自民警们的温暖。

15日9:00，市民高女士拨打晚报热线：14号晚
上，我跟一女性朋友应邀到八里四路附近一家烧烤
店吃宵夜，一直吃到过了零点，我们看时间不早
了，大家又都喝了酒，于是便叫了网约车准备离
开。可没想到，接单司机却放了我们的鸽子。还
好，宵夜店老板娘出来看到我们还在原地等待，得
知原委后，她二话没说就开着自己的小车把我们送
回了家。虽然路途不远，但老板娘的这份热情真的
让我们很感动。

2834000晚报热线记者蒋璇核实报道：15日下
午，记者联系上高女士，听她讲述了事情的原委。
15 日凌晨，高女士与友人吃完宵夜后，通过叫车
平台预约上一辆车。高女士通过地图看到，司机距
离自己的位置已经很近了，于是便与朋友走到烧烤
店门口等待。可是距离司机预计到达的时间已经过
去五分钟了，我查看地图，结果发现司机还是在之
前的位置没有动。于是，我拨打司机电话，结果那
头提示说“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高女士对此十

分生气，于是将这件事投诉给了平台客服。取消了
这个订单后，她又重新下单叫车，可是由于位置较
偏，一直没有司机接单，她跟朋友只好傻傻呆在路
边干着急。随后，高女士将投诉内容截图展示给记
者看，证实她所言非虚。

高女士告诉记者，正当她们两人束手无策的时
候，烧烤店的老板娘走出来看到她们还站在路边，
便上前询问情况。得知两个人的遭遇后，老板娘只
说了一句“等一下”就不见人了。没想到，两三分
钟后，一辆红色的小轿车停到她们面前。车窗摇下
来后，老板娘对她们说“上车”。还有些没弄清情
况的她们，上车后才知道原来老板娘是要送她们回
家。

“她说大晚上的两个女孩子不安全，店里面现在
也不算太忙，就送我们回家。”高女士说，听到这，她跟
朋友都十分感动。虽然她们住在北门，路途不远，但老
板娘的这份侠肝义胆让她们十分敬佩。

“这也许就是女中豪杰吧，路见不平拔刀相
助。”高女士动情地说。

网友“福鼎白茶”讲
述：春天姹紫嫣红。前几天
我带女儿到两江四湖采风。
女儿很淘气，一路蹦蹦跳跳
的，对什么都好奇。

在桂湖旁边的景观附
近，老婆打电话过来。我自
认不是一个粗心的爸爸，所
以接电话之前我牵紧了女儿
的手，担心她走丢。但无奈
女儿太顽皮，总是不停挣
扎，噘着嘴作势欲哭。我一
时心软，就松手让她自己
玩，并叮嘱她不要离开我的
视线。

我本以为打电话就几分
钟足够安全，没想到一不留
神，女儿不知道跑哪里去
了。这可把我急坏了，我赶
紧挂了电话边喊女儿名字边
寻找她。

很快，在不远处的湖
边，我看到女儿的身影。她
被一个小姑娘牵着手。我走
过去，听到一个年轻女孩对
我女儿说：“小朋友，湖边
很危险的，你不能靠近的，
知道吗？你的爸爸妈妈在哪
里？阿姨带你去找他们好
吗？”

我的傻女儿一直不说
话。我赶紧上前牵起女儿的
手，并且感谢这个年轻女
孩。

女孩笑笑说没事，仔细
确认我的身份后离开了。

我不敢想象，如果没有
她，会发生什么。

记者微评：善良又细心
的女孩，为她点赞。

见习记者刘净伶 整理

好心的女孩

老人家中晕倒 民警及时救助

网约车“放鸽子”

热心老板娘送客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