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二维
码，看违法
人头像

遇到红灯，闯；碰到护栏，跨！在街
头巷尾，行人闯红灯的现象并不鲜见。
记者在城区走访发现，行人违法行为
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类路口：交叉路口、
市民居住的小区门前、商业体周边、公
交站附近、市场周边。行人的违法行为
主要表现在：闯红灯、翻越护栏、随意
横穿等。

为减少这类不文明现象的发生，
中山也在采取科技手段，加大曝光力
度，督促行人养成文明交通习惯。5月
5日，我市首批交通违法人脸识别抓拍
系统在中山三路利和商业广场对开路
段人行横道运行，对红灯状态下的行
人、非机动车闯红灯行为进行抓拍，并
利用人脸识别、核实行为人的身份信
息，形成影像同步在电子显示屏上实
名曝光，滚动播放。

凭借着该系统的“震慑力”，该处
路口行人闯红灯行为逐渐减少，但仍
有部分“不要脸”者我行我素，常常“横
穿直闯”。据城区交警大队不完全统
计，自该系统 5月 5日运行至今，共抓
拍 22262宗行人以及非机动车闯红灯
的违法行为，上周（6 月 2 日-6 月 9
日），共抓拍到6360宗。

为了增加闯红灯行为人的违法成
本，此次，交警部门首次向媒体曝光了

部分被抓拍的违法人头像，公之于众。
记者留意到，被抓拍的违法人图像，不
仅可以清晰地看清脸部，而且其部分
姓名和身份证信息也被曝光。

针对行人违法行为，目前，中山以
说服教育以及抓拍曝光为主，但交警部
门表示，如果证据确切，在现场被交警
逮住，也可以和机动车违法一样进行处
罚。据我国交通安全法规定，行人、乘车
人、非机动车驾驶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
法律、法规关于道路通行规定的，处警
告或者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

城区交警大队有关负责人表示，
利和广场对开路段人行横道安装的人
脸识别系统对遏制行人、非机动车闯
红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下一步，将扩
大安装人脸识别系统的范围以及加大
重点路口的监控力度，来督促行人养
成良好的交通文明习惯。

一周6360人次闯红灯 交警曝光违法人头像

本报记者 夏亮红 通讯员 孙燕

市民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体现着城市的文明程度。6月11

日起，本报携手交警、城管、环卫等相关部门，对出现在街头巷尾的

不文明个人行为进行曝光。上一期，曝光了违规上路的非机动车违

法人，不少@中山日报 网友对不打码曝光非机动车违法人的做法表

示支持。这一期，我们来曝光闯红灯的行人和非机动车违法人。

中山三路利和广场对开路段人行横道已经启用交通违法人脸识别抓拍系
统，但仍常有人闯红灯。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相关链接

中山市来帮救灾扶助中心，是由中山市民政局批准成立的民间义务救助组
织，中心下设“彩虹救援队”，主要从事“水上救援”“山地救援”“抢险救灾”等

“急、难、险、要”事件处理。所有的队员多是兼职、自发入队，执行救援任务自费。
多数队员具有山地搜救、水上搜救、医疗救护、心理疏导、无线电等有关专业技
能。市民们如遇到紧急情况，可拨打救援电话：18676138688李生 18028353588
冯生 13726021633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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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时奔赴各个医院ICU
37 岁的皮娟是一名护士，她于

2011年加入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至
今已经协调完成 50多例捐献，挽救了
100多人的生命。

作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工作常态
就是接到电话后马上出发奔赴各个医
院的 ICU，与沉浸在悲伤中的重症患者
家属沟通，协调器官捐献工作。皮娟
说，因为工作关系，她经常半夜出发去
珠海或是小榄等地的医院，丈夫不放
心她一个人开夜车，就陪着她一起去，
经常和家属谈话一谈就是通宵，有时
家属来了七八个人，意见不统一，她得
一个一个地解释，直至嗓子哑掉。

“刚开始做这个工作时心理压力
很大，我胆子小，以前没去过殡仪馆，
但是做协调员后，需要陪着家属一起
去殡仪馆，甚至陪着家属一起去火化
区域，见逝者最后一眼。”皮娟说，看到
家属哭得撕心裂肺，她也会跟着哭，然
后倍感生命的可贵。

李翠娟加入器官捐献协调员队伍
近10年了，“虽然现在市民对器官捐献
的认可度越来越高，但捐献不成功的案
例也有很多。”李翠娟说，有些逝者因疾
病因素不能捐献，有些因为家属没有达

成一致意见不能捐献，有些家属因为担
心舆论压力放弃捐献，有些家属犹豫不
决错过了捐献时机，有些联系不上家属
的也不能捐献。这些年李翠娟见证了各
种生死悲剧，也见证了各种令人感动的
瞬间。去年一名 23岁的小伙脑出血去
世，其父母主动提出捐献器官，但经过
医生判断，小伙还达不到脑死亡标准，
无法捐献。抢救几天后小伙去世，但器
官损伤已经错过了捐献时机。其父母后
来一再对捐献不成表示遗憾，这对父母
的通情达理和大爱精神给李翠娟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已协调完成捐献252例
中山市人民医院人体器官获取组

织主要负责中山、珠海两地市的器官
捐献工作。“在这些捐献者中，最小的 3
岁，最大的66岁。今年我们完成捐献17
例，救了56个人。”市人民医院OPO协
调组组长谢熙表示，这些工作都是这 8
名OPO协调员完成的，非常不容易。作
为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共同的希望
是，通过器官捐献让更多的生命得以
延续。让他们感动的是，现在越来越多
的市民开始了解并接受器官捐献工
作，几乎每天都有市民打电话到市人

民医院OPO办公室咨询捐献问题，每
年都有几十个市民填写纸质《器官捐
献志愿者登记表》，还有不少市民在网
上填写登记表。

“我虽然失去了亲人，但好几个家
庭有了生的希望，我们觉得很欣慰。”
采访中，一位器官捐献者的哥哥说，
2017年亲人去世时，他们不了解器官
捐献，是OPO协调员给他们细致地讲
解了捐献的工作，让他们了解到还有
那么多重症患者在等着器官救助，于
是他们捐献出了亲人的器官组织，也
挽救了5个家庭。

本报讯（记者 李玮玮 ）河源市连
平县因连降暴雨导致全县受灾，部分村
庄有村民被困。获悉连平县需要支援的
信息后，中山市彩虹救援队连夜赶赴灾
区，在当地奋战 9个小时共计转运被困
村民200多人次。

据连平县委宣传部官方微信公众
号“连平发布”6月 10日通报称，据不完
全统计，连平全县因暴雨及山洪受灾群
众 5万人，上坪镇、内莞镇通讯中断。此
外，据媒体报道，当地部分村庄群众遭
遇洪水围困，个别村庄出现山体滑坡和
房屋倒塌的现象。

6月 10日晚，中山市彩虹救援队看
到连平县应急局在网上发出公告，请求
各地救援队伍前往支援的消息后，立即
请示我市应急管理部门，获批后连夜准
备冲锋艇、救生衣等救灾物资。当晚 11
点出发，一路冒暴雨行进360多公里，凌

晨4点多抵达连平县。
队长李伟武告诉记者，中山市彩虹

救援队共出动了5名队员，在受灾严重的
上坪县，发现新陂村唯一通向外界的路
桥被冲垮，据村干部介绍，约数百名村民
被困。救援队立即在该地开展救援，利用
自带的冲锋舟，从凌晨5点起一直转运被
困村民，同时安排队员与村干部一起进
村搜索是否还有其他被困人员。

李伟武告诉记者，当地受灾的确严
重。一些低洼地段的房子淹到3楼，高地
势的房子也水深一米多，村民家里淤泥
约 50公分厚。一些老房子垮塌。转运工
作一直持续到昨日下午3点，奋战9个小
时，共计转运200多人次的村民。

连续一天一夜的奋战，昨日下午 5
时左右，救援队即刻返程。“听说中山这
两日也是暴雨，我们要赶回去继续备
勤。”李伟武告诉记者。

本报讯（记者 夏亮红 通讯员 刘
洪希 林伟乐）26岁的女司机邢某今年3
月份才考取驾驶证，然而，这个驾驶证
刚拿到两个月就被吊销了。日前，在南
朗镇车站路段，邢某驾驶小驾车碰撞道
路中央绿化花槽后“骑”在花槽上，肇事
后却找人将车开走；一名热心群众报警
并提供肇事车辆逃逸视频，交警最终将
刑某和肇事车辆查获。6月10日，司法检
验报告显示邢某血液酒精含量达
160.1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

事发 6月 6日晚 22时 50分许，南朗
公安分局交警大队接到热心群众报警，
称有一名女子驾驶小轿车在 S111省道
南朗车站路段撞上中心花槽，导致车辆
卡在花槽上。肇事女子随后找人将车辆
抬下花槽，并叫人驾车逃逸。

值班民警闻讯立即赶往现场，看到
事发路段的中央花槽损坏，但现场不见
肇事车辆。期间，报警群众向民警提供
了肇事车辆逃逸经过的视频。

根据群众提供的线索，民警锁定粤
TX961X号牌白色本田小轿车为肇事车
辆。在现场勘查处理过程中，大队指挥

室打来电话，称通过图像比对，发现肇
事女子和当事乘客仍在现场。民警随即
找到了嫌疑肇事女子，但当事女子不承
认肇事逃逸事实。民警后将当事女子及
乘客带回交警大队，并向当事女子出示
了群众现场拍摄的录像和监控视频拍
下的画面。在证据面前，当事女子最终
交代了肇事经过。

经查，当事女子邢某，1993年生，今
年 3 月份才刚拿到驾驶证。据邢某交
代，6月 6日 20时 20分许，她和四个朋
友在南朗崖口海鲜街某餐厅吃饭，期间
喝了两杯红酒。21时 30分许，她请了代
驾驾车载她和朋友谢某前往南朗镇某
酒吧喝酒，但只逗留了 10分钟便离开
酒吧，随后竟自己驾车载谢某往南朗车
站方向行驶，途中给手机谢某的时候因
没注意路况导致发生事故。后因害怕受
到严厉处罚，只好求助路人帮忙将车辆
抬下花槽，并叫人驾车逃离现场，她和
谢某步行离开现场后又折回现场打探
情况。

根据相关法规，邢某将被追究刑事
责任。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驾照还未“捂热”就醉驾撞花槽
一女司机肇事逃逸被吊销驾驶证并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河源市连平县发生洪涝灾害，5万人受灾，
部分村民被困

中山市彩虹救援队连夜赴灾区
奋战9个小时转移200多人次

昨天下午两点半左右，东明桥往港口方向上桥处靠近步梯附近人行道发生垮塌
事故，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现场市政部门抢修人员介绍，事故原因是当天下午
突降大雨，大量雨水从桥中央顺着人行道流下来，不停冲击此处路面下部泥土，最终
导致外面的挡土墙垮塌。

目前这段人行道已经完全封闭进行抢修。 本报记者 王伟 摄

随时奔走为生命“摆渡”
我市8名器官捐献协调员通过努力让越来越多人了解器官捐献的

意义，已协调完成捐献252例

6 月 11 日是中国器官捐献

日，我市器官捐献工作作为全国

首批试点城市起步于2011年，市

人民医院器官获取组织（OPO）成

立于2013年，目前有8名被称为

“生命摆渡人”的器官捐献协调

员，他们的平均年龄在 36岁左

右。昨日，记者走近这群年轻的

器官捐献协调员，听他们讲述器

官捐献背后的故事。

本报记者 周映夏

越来越多市民开始了解并接受器官捐献行为。图为市人民医院举行的公众宣传教育活动。（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缪晓剑 摄

关于《中山市三乡镇白石北片区
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听证会

公 告
《中山市三乡镇白石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将于

2019年7月15日上午9:30在三乡镇城建大楼三楼会议室（中

山市三乡镇建设路3号）召开听证会。

本次公告自刊登至2019年7月15日，广大市民或与之存

在相关利害关系的单位、组织可与我中心工作人员联系，申报

报名参加听证会。

联系人：杨小姐 郑先生

联系电话：0760-86688773转114

中山市三乡镇城乡建设服务中心

2019年6月12日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三”“排列五”第19155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0、8、1
“排列五”中奖号码：0、8、1、1、6
兑奖时间从2019年6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2日止。

“七星彩”第19067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0 8 8 5 9 7 4
兑奖时间从2019年6月11日起至2019年8月12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9年6月11日

公告
现面向全市征召体育彩票投注站，具体条件请致电

市体彩中心，电话：88880535，吴先生
中山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中国福利彩票开奖公告
“双色球”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067期开奖结果如下:
红色球号码：（04）、（06）、（08）、（11）、（30）、（33）
蓝色球号码：（11）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3D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155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0）、（5）、（0）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7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155期开奖结果如下:
基本号码：（10）、（20）、（28）、（31）、（32）、（36）
特别号码：（04）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南粤风采”36选7“好彩1”电脑福利彩票第2019155期开奖

结果如下:
中奖符号：（04）、（兔）、（春）、（南）
兑奖日期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开奖号码以广东省福彩中心开奖公告为准）

寻找 2454 万元双色球大奖得主：5月 2日晚，双色球第
2019050期开奖，中山市东区夏洋村31号的44110501号福
彩投注站中出了2454万元大奖，中奖彩票为一张8元1注号
码4倍倍投彩票。截至6月5日，大奖得主仍未办理验票兑奖
手续，大奖的最后兑奖日为2019年7月1日，逾期未兑奖的
奖金将纳入彩票公益金。请中奖彩民尽快到中山市福彩中心
办理相关手续。

中山市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19年6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