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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0多名涉赌人员禁止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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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报讯（记者 祁琳） 4 月 7 日，安徽

省政府新闻办举办新闻发布会，记者获

悉，去年 4 月，按照公安部统一部署，我

省全面启动打击治理跨境赌博专项工

作。截至3月底，全省共侦办跨境赌博案

件37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803人，移送

起诉犯罪嫌疑人 1255 人，报列出入境

“黑名单”3815 人，查扣冻结涉案资金

17.4亿元，打掉网赌平台（实体赌场）252

个，打掉支付平台、跑分平台、地下钱庄

59 个，打掉技术服务商团伙 48 个，打掉

推广平台团伙57个。

据悉，截至目前，全省已有 665 名参

赌人员接受行政处罚，3100 多名涉赌人

员被列为法定不批准出境人员；9.13 万

个单位银行账户、136 万个个人银行账

户、2.66 万个特约商户被金融监管部门

采取处置措施。省通信管理局认真做好

网络环境综合治理工作，深入开展集中

整治与监督检查，加强接入管理、备案审

核和手段查验，2020 年以来配合省委网

信办、省公安厅查处涉赌博网站156个。

据悉，2020 年以来，人民银行合肥

中心支行建立与公安机关的联防联控机

制，协助公安机关紧急冻结止付或采取

管控措施3.7万户，成功堵截银行账户风

险事件 800 余次，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

网络赌博洗钱可疑线索 60 余份，打掉非

法支付主体 6 个。省外汇局配合公安机

关对 3 起案件实施精准协同打击，已对

14名当事人完成查处工作。

同时，在打击跨境赌博工作中，出入

境边防检查机关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我省合肥、黄山两个

空港口岸客运航班较少，强化出入境人

员数据研判分析，累计筛查出入境数据

90 余万条，向公安机关相关警种部门推

送涉赌人员线索信息 500 余条，为打击

治理跨境赌博活动提供了有力支撑。

合肥东城办有序推进
新冠病毒疫苗接种

近日，合肥东城办按照分时、分批的

形式组织全体干部职工有序开展新冠疫

苗接种工作。在接种现场，大家佩戴口

罩，主动填写相关登记表有序进行疫苗注

射，并按照要求前往留观区留观30分钟，

现场接种工作井然有序。在前期广泛宣

传动员的基础上，此次疫苗接种合肥东城

办对符合条件的干部职工做到“应接尽

接”，为东城办广大干部职工编制了一张

安全防护网，为构建整体人群健康屏障打

下了良好基础。 ■ 龚玮 武爱萍

合肥市卒中急救地图
2.0版本来了
覆盖合肥21家医院

星报讯（姜柯 李军军 汪志豪 记者 马冰璐） 脑卒中俗称中风，包括脑梗

死和脑出血两大类。2018 年的脑卒中人口标化患病率为 2.32%，根据测

算，我国40岁以上人群现患和曾患脑卒中人数为1318万。4月7日，由合

肥市卫生健康委牵头，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承办的“合肥市卒

中急救地图2.0”发布会在中国科大附一院（安徽省立医院）南区召开。

脑卒中救治是一场“生死时速”，时间就是生命，在“黄金1小时”内及

时接受溶栓再通治疗尤为关键。从脑卒中发病到溶栓再通治疗时间的长

短，直接关系到病人的预后。因此，如何识别脑卒中、选择并及时到达有

救治能力的医院就诊，将直接影响患者的致残情况，甚至患者的生命。

与 2018 年发布的 1.0 版本相比，此次 2.0 版本的医院新覆盖了肥东、

肥西、巢湖等区域，新增了合肥市第二人民医院和平路院区、合肥市第一

人民医院西区、合肥市第八人民医院、肥东县人民医院、肥西县人民医

院、安医附属巢湖医院等 6 家医院。卒中急救地图 2.0 版本的发布，将为

合肥市卒中救治提供一个更为高效便捷的信息平台，形成覆盖合肥市的

脑卒中“黄金一小时”快速救治网络，最大限度为合肥市卒中患者赢得抢

救时间。

卒中急救地图是一张能救命的“地图”，更是脑卒中患者的“救命指

南”。它的意义主要在于可以为病人院前急救择院提供精准导航，将患

者、120急救系统、卒中中心医院三方有效衔接起来。患者及家属可以通

过卒中急救地图了解本地区“一小时黄金救治圈”拥有急性卒中救治能力

的医院，并及时与医院和120急救中心沟通。120急救中心在尊重患者及

其家属意见的前提下，将患者转运到有救治资质和条件的最近医院。医

院在接到卒中急救地图的预警后，会迅速启动绿色通道，在最短时间内进

行脑卒中的急性期救治。

作为安徽省内唯一一家国家“示范高级卒中中心”，中国科大附一院

（安徽省立医院）南区在 2020 年牵头成立了合肥市卒中急救地图质控中

心，与合肥急救中心一起对新申请加入和已经加入的医院进行现场审核

质控评估，最终确定了21家医院加入了“合肥市卒中急救地图2.0版本”。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淝

南社区联合合肥市曙光小学龙图校区开展

党史学习教育工作，退伍老兵为孩子们讲

党史，非遗老师教孩子们剪纸，除此之外，

学校还专门设立了红色图书角，成为师生

新的学习园地。 ■ 宋芳芳记者沈娟娟

合肥包河区
新建5座公厕投入使用

星报讯（钱佳莲 记者 于彩丽） 记者

从包河区环卫中心获悉，为推进“厕所革

命”的进程，完善包河区公厕数量方面的

不足，该区在滨湖新区建设投资有限公

司、同安街道、包河区城管局环卫中心的

共同参与下新建5座公厕，分别位于金斗

西路、天山公园东、紫云路与徽州大道交

口、方兴湖南岸、合巢路一巷，目前已投

入使用。

新建的金斗西路公厕位于金斗西路

与云谷路交口西南角，主要给在公园游

玩的市民使用，公厕设计简约大方，墙面

干净整洁，内部设施齐全，管理间内工具

摆放有序。

据了解，随着城市的发展，原有的公

厕已不能满足市民的如厕需求。包河区

相关部门在选择新建厕所位置，充分考

虑市民需求，并结合城市公共设施设置

的相关标准，在人流量大的路段和游客

较多的景区新建公厕。如今 5 座便民公

厕已投入使用一段时间，包河环卫在公

厕的管理维护上，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实

行1人1厕的日常保洁和管理维护，做到

地面、墙壁、厕位、周边净，无溢流、蚊蝇、

臭味等要求，确保公厕的正常使用。

据包河环卫相关负责人介绍，环卫

部门还在持续推进公厕改造工作，从

2017 年至今，包河区共计改造 30 座公

厕。今年，包河环卫将继续进行“厕所

革命”，改造 5 座原有的老旧公厕，完善

公厕配套设施，提升服务水平，做好“厕

所革命”这件民生实事，让大家方便更

“方便”。

女子被骗近百万
警方40分钟成功止付

星报讯（记者 徐越蔷） 4 月 6 日上

午，王女士来到芜湖市公安局刑警支队

反电诈中心，将两面印着“警察雷霆出击

神速追款，保卫民众财产安全”和“全心

为民保平安，追讨诈骗英名赞”的锦旗赠

给警方，向帮她追回被骗巨款的公安机

关表达感谢。回想起几天前的事儿，王

女士仍心有余悸，其被网络电信诈骗

98.6 万元。报警后，芜湖市公安局反诈

中心与镜湖分局迅速行动。通过紧张而

有序的追踪，短短40分钟即成功止付。

王女士是芜湖市一家企业的会计，4

月 1 日下午 4 时许，其正在整理当天账

目，忽然接到“公司老总”的 QQ 指令：要

求向一个账户汇款98.6万元。王女士信

以为真，很快将钱转到对方指定的银行

账户上。之后，王女士给公司老总打电

话进行汇报，才知老总并没有让她汇

款。发现被骗后，王女士心急如焚，赶紧

到镜湖分局滨江派出所报警。

民警了解情况后迅速行动，根据被

害人王女士提供的汇款银行账户进行分

析研判，发现汇款已经分流至广西、海南

和广东等地 8 个账户上。时间紧迫！民

警迅速启动警银机制，与相关银行取得

联系，查找资金走向，及时冻结止付。经

过 40 分钟追踪，终于止付冻结了嫌疑人

8 张银行卡，成功止付冻结 175.13 万元，

其中包括受害人王女士的98.6万元。目

前，案件在进一步侦办中。

星报讯（李克武 朱方陆 记者 吴善良） 行车途中，公交司机突发疾病，

危急关头，司机紧握方向盘，拉紧手刹，成功守护15名乘客生命……如此

惊魂一刻，就发生在合肥公交集团第五巴士公司121路公交车上。

4 月 6 日 14 时 14 分，驾驶员李彪驾驶皖 A00914D 公交车，沿黄山路

由东向西，行驶到东陈岗西公交站牌附近时突发眩晕。

在失去意识前的短短几秒钟，李彪紧紧握住方向盘，迅速拉紧手刹，

将公交车稳稳地靠边停下，并打开车门和应急灯，让一车乘客安全下

车。随后，李彪趴到方向盘上，逐渐失去了意识。见此情形，车厢内的几

名乘客迅速围上前查看情况。一名热心乘客握住李彪的手，不停地呼

唤，鼓励他坚持下去；另一名热心乘客掏出手机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和

110。几分钟后，包河巡警 110 和 120 救护车先后赶到，争分夺秒将李彪

送到了安医一附院紧急救治。

经初步检查，李彪被诊断为眩晕症，暂无生命危险，具体病因仍有待

进一步排查。

“17 年来，他一直跑 121 路线，也一直都是零投诉。”合肥公交集团第

五巴士公司副经理黄军介绍，李彪是从 2004 年来合肥公交集团工作的，

由于工作踏实，态度认真，李彪也被其他同事票选为121路的线路长。黄

军表示，危急时刻，两位伸出援助之手的热心市民也同样让人动容，合肥

公交集团感谢这两名热心乘客见义勇为、以实际行动传播正能量的爱心

之举。

合肥一公交司机突发疾病
晕倒前停稳车辆

他硬撑一口气
只为15名乘客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