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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金狮

一啸，风云既出。 作为全城瞩目的金融

行业盛典， 信息时报主办的 2018 金狮

奖第七届金融行业风云榜颁奖典礼明

日正式举行。

据了解，今年的信息时报金狮奖金

融行业评选，经过报纸读者、网络读者

以及专家评选的综合评比，最终囊括了

银行、保险、证券、基金、新金融五大组

别共计 97 个奖项， 不仅吸引了传统的

金融大鳄，更有众多来自新金融的行业

新贵首次参与评奖。

在奖项设置方面，本届金狮奖不但

聚焦金融行业发展、品牌建设、智能化

科技应用、创新金融产品，还分别设置

了年度大奖、 品牌类大奖及产品类大

奖，力求在不同层面与各个维度中选出

其领先者。 同时，由于“普惠金融”正成

为当前金融行业的热点，与时俱进的金

狮奖评选在今年特设“普惠金融”类别

奖项，还对普惠金融的品牌类奖项细化

优化设置，致力突出不同商业银行及其

他金融机构在普惠金融中差异化的发

展成果，展现践行“普惠金融”中的佼佼

者。

在去年复杂多变的经济形势下，年

内央行 4 次降准，银行业持续服务实体

经济、纵深推进普惠金融，当仁不让地

履行着传统金融机构的责任与担当；保

险业回归保障本质，在监管和行业的共

同努力下，让保险业真正发挥服务社会

经济的强大作用，成为社会经济“稳定

器”；资管市场跌宕起伏，规范资管市场

主体以及产品运作规范的文件相继出

台，市场细分化发展；行业快速发展和

监管政策密集出台，新金融行业在荆棘

中前进……刚刚过去的 2018 年， 是金

融行业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一年。

站在 2019 年的开端， 信息时报金

狮奖评选延续辉煌， 为在 2018 年奋发

向上、砥砺前行的各大金融机构精英豪

杰给予肯定与赞礼。 谁将加冕金狮荣

耀？ 明日，让我们一同见证。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郭苏莹 通讯员

高杰超）

近日， 一位老人在东华东公安

局办证大厅搭乘出租车前往白云区南

悦花苑，突发疾病昏厥。 危急关头，广州

公交集团广交出租驾驶员黄中荣驱车

前往最近的省人民医院，老人得以最快

速度送医。

据悉，4 日上午，黄中荣师傅像往常

一样营运。 当把一名乘客送到东华东公

安局办证大厅时，一名办证大厅的工作

人员扶着一位老人上车， 并交代老人

是前往白云区南悦花苑。 行驶了十多

分钟， 行至中华广场附近时， 老人突

然痛苦地喊了一声， 面色煞白， 表情

非常痛苦。 黄中荣观察发现， 老人状

态很差， 脸色苍白， 也已经回答不上

话了。 他立即将车安全停靠后上前查

看， 发现老人已经意识模糊， 流口水，

可能是中风了。 黄中荣不敢擅自移动

老人， 凭借自己多年的营运经验，想到

了最近的广东省人民医院，他立即驱车

前往。 当行驶至较场西路，黄中荣正准

备右转进中山三路便能到达省人民医

院，却刚好碰上了红灯禁止右转。 他知

道这红灯一等便是几分钟，老人却疑似

中风，情况十分危急。 在确保安全的情

况下， 黄中荣只好违规闯红灯右转，将

老人送到了医院。

在医院保安的协助下，黄中荣把车

停靠在急诊室门口，急忙下车找护士说

明情况，找担架上急诊，和医护人员一

起把老人送到急诊室。 由于老人身上并

没有手机， 黄中荣拿到老人的身份证

后，便拨打 110 向警方求助寻找老人的

家人，在警方的帮助下，很快联系到了

老人的家人。 在此期间，黄中荣一直在

一旁照顾老人， 待老人的家属来到医

院，已经将近一个小时了。 老人的家属

邝先生来到医院时，看到的哥黄师傅还

在尽心照顾自己的父亲，感激不已。 而

黄中荣并没有收取任何费用， 离开医

院，继续进行当天的营运。

当天中午， 家属致电感谢黄中荣，

告诉他， 老人由于高血压引起脑溢血，

导致中风。 幸亏送医及时，为抢救赢得

了宝贵的时间， 否则后果更加不堪设

想。 目前，老人已脱离生命危险。

回忆当时的情景， 黄中荣表示， 现

在想想都还心有余悸。 当他听说邝老先

生已无大碍感到很欣慰。 对于的哥闯红

灯送医的情况， 记者从白云公司获悉，

公司会根据车载视频以及找到乘客作

证明，向交警申请免除处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昨

日上午，一名 50 多岁的男子在搭乘

529 线公交车时， 突然头晕而且无

力气。 公交师傅冯伟明多次询问是

否需要送医但乘客称不需要。 等公

交车到达总站后， 该乘客的情况更

加严重。 于是冯师傅立即跑到广州

火车站警亭报警，在警察的协助下，

成功联系救护车将该男子送院治

疗。

据冯师傅介绍，7 日 9 点 30 分

左右， 他像往常一样驾驶 529 线公

交车进行营运。 当车辆行驶到下塘

西路附近时， 车上一名女子突然跑

过来对冯师傅说她丈夫感觉头晕，

身体不舒服， 但当冯师傅询问要不

要开车送去医院时， 却被该女子丈

夫拒绝了。

于是冯师傅一边认真行驶，一

边留意该乘客的情况。 到达越秀公

园附近时， 冯师傅再一次询问该乘

客是否需要下车就医，“因为在附近

就有医院。 但他依然说不用去医

院。 ”

很快， 冯师傅驾驶着车辆到达

了广州火车站

（草暖公园）

总站。 而

这时该名男子称没有力气下车了。

眼见情况更加严重， 冯师傅赶紧跑

到火车站的警亭报警。 最终在警察

的帮助下， 成功联系了救护车将该

男子送院治疗。

（报料人：佚名 奖

30

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

讯员 范子琦 黄小夏）

记者从广铁

警方获悉，近日，83岁患有阿尔茨海

默病的李大爷晚上徘徊在火车站广

场，铁警及时发现并伸出援手，帮其

寻找家人，让他们得以团聚。

1月4日20时许， 广州车站派出

所大队长魏洪翔、 民警彭兆坦一如

往常地在火车站广场值勤， 当二人

巡视至进站口时， 发现一名神情恍

惚的老大爷正在四处张望， 口中念

念有词，身旁却无人陪伴。两名民警

觉得老人行为有点异常， 上前查看

情况。老人年龄较大，不仅说不出回

家的路，也不知道家人的联系方式，

此外还衣着单薄， 在寒风中瑟瑟发

抖。民警立即将老人带回所内，并端

上热水。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时，细

心的民警发现老人身上揣着一张信

息卡。 派出所民警根据卡上信息经

多方查询， 最终联系到这位老人的

儿子李某， 告知其父亲在广州车站

派出所。

李某接到民警电话后十分激

动，称自己的父亲今年83岁，患有阿

尔茨海默病， 事发当天独自出门走

丢后全家都在四处寻找。 随后李某

赶到派出所将李大爷接回， 再三对

民警表示感谢。

谁将加冕金狮荣耀？ 明日揭晓

信息时报2018第七届金融行业风云榜颁奖典礼明日举行

男乘客突发不适

警民齐心救助

八旬老人走失

铁警助其回家

老人独自乘车突发中风

的哥紧急送医还陪就诊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子垤 通讯员

陈毅虹 刘敏）

记者从广铁警方获悉，近

日， 贵州六盘水市 12 岁初一男生在期

末考试前突然不辞而别，独自购买火车

票前往佛山找工。 接家长报警后，佛山

铁路公安处乘警紧急查找，终于在成都

开往广州的 K828 次火车上找到了他，

并安全将其护送到其姨妈手中。

据介绍， 1 月 3 日下午， 佛山铁路

公安处乘警支队接到一位心急如焚的

母亲报警求助。 经了解， 家住贵州六

盘水市的管女士发现儿子小管不见了，

且儿子接了电话一声不吭， 只发送了

一张 K828 次列车的火车票图片就把手

机关机了。 管女士害怕从未出过远门

的儿子被骗， 于是赶到六盘水车站咨

询， 然后向值乘该趟列车的佛山铁路

警方求助。

接到求助后， 佛山乘警支队立即

将该警情通报列车乘警， 乘警长黄粤

新立即带领警员高子尧以查票方式在

车厢查找， 最终在列车 10 车找到了该

名男孩， 其身边未有其他可疑人员。

面对民警的关心询问， 小管一言不发

十分抵触。 随后， 乘警与小管父母取

得了联系， 并约定由孩子的姨妈到佛

山站接车。

天气寒冷，乘警长黄粤新担心小管

没有吃饭，为其打来盒饭和矿泉水。 饭

后，通过乘警耐心地做思想工作，小管

道出了实情，称自己成绩不好，父母平

时要求太严，临近期末考试产生弃学情

绪。 而且前几天因和同学发生口角打

架，回家被父亲打了几下，他一气之下

便向同学借了 200 元，瞒着家人独自坐

火车想去佛山找工作。

4 日凌晨，列车到达佛山站，小管的

姨妈见到侄子后十分高兴，“小孩要不

是遇到你们这样负责的警察，还不知流

浪到哪里去，被别人卖掉了我们都不知

道。 非常感谢你们救了我的侄子。 ”

佛铁警方提醒广大家长，既要严格

管教小孩，也要加强与孩子的沟通和关

爱。 寒假即将到来，家长要加强孩子看

护，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外地少年考前离家出走 铁警助其一家团聚

活动时间：

1

月

9

日

14:00～17:00

活动地址：广州保利洲际酒店

1

楼

翡翠宴会厅（广州市海珠区阅江中

路

828

号）

▲荨

的哥

黄中荣迅速将

老 人 送 去 医

院 ， 还在其亲

属到来前一直

在医院陪护。

信息时报记者

康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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