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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东莞

近日， 东莞市公安局与

滴滴出行签署合作协议，双

方宣布将依托各自的信息资

源和技术手段等优势， 积极

探索警企合作新模式， 推动

东莞智慧警务建设， 为公众

的出行安全保驾护航， 共建

“平安东莞”。

记者了解到， 根据合作

协议， 双方的合作主要围绕

注册司机背景审核、 联合开

展线下司机安全教育、 吸纳

滴滴司机成为治安防控志

愿者等四方面展开。 具 体

来说， 在司机准入方面，

东 莞 市 公 安 局 将 协 助 滴

滴做好东莞市范围内滴滴注

册司机的背景审查和三证验

真工作。 为更好的保障乘客

和司机的出行安全，东莞警方

还将专门委派民警为平台驾

驶员做交通安全及人身、财

产安全的教育培训。

此外， 在东莞市公安局

的指导下， 滴滴还可以向警

方推荐网约车车主， 经东莞

市公安局审核培训后发展为

“治安防控志愿者”。 司机

如发现有影响社会公共安

全的违法犯罪线索，或当乘

客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受

到威胁时，将第一时间向公

安机关报告。 公安机关核

实后，将参照相关法律法规

予以奖励和表彰。

据了解，此前，滴滴出行

已与广东省公安厅达成战略

合作， 为广东全省用户提供

视频报警、 自助图文报警两

项多媒体报警，并就滴滴“一

键报警”开展深度警企联动。

截至目前， 滴滴已建立警方

调证绿色通道， 电话安全调

证专线团队 7*24 小时待命。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上海母女躲债流浪 28 年， 爱心人

联系找到家人，欲接回却在东莞失联。 大

家帮助寻找……”前阵子，这则特殊的寻

人消息，在东莞市民的朋友圈里刷屏。 幸

运的是，5 月 16 日晚， 这对母女被发现，

并联系上让爱回家志愿者。 志愿者们迅

速和她们的家人取得联系， 并于 5 月 17

日晚与亲人团圆，坐上了回家的车。

28

年他们从上海流浪到东莞

“1991 年，上海的章大叔，因贷款借

银行一万元钱办养鸡场，后养鸡场倒闭，

无法偿还， 就带着两个女儿和妻子外出

逃债。 ”5 月 17 日，东莞让爱回家公益

组织负责人张世伟对记者说起了这个流

浪家庭”的曲折故事。 据张世伟介绍，章

羽

（ 化名）

家举家逃债后，过的是四处漂

泊，居无定所的日子。 1997 年，他们一家

人流浪至南京时，大女儿走散失踪；2009

年，章羽父亲突然感觉心口痛，接着在深

圳一家医院去世。

28 年的时间， 章羽随着父母从长三

角，流浪到了珠三角。 这期间，她也从当年 9

岁女童，成为了一名中年女性。张世伟说。这

期间， 她们家老屋， 因为长期无人居住倒塌

了，户口也被注销了。直到 2016年，流浪的章

羽进入了让爱回家志愿者们的“视野

中”。

志愿者爱心接力 助力流浪母女

回家

“3 年前， 章羽拒绝了深圳志愿者的

帮助，今年春节，她们母女流浪到东莞，

被厚街让爱回家志愿者发现。 ” 张世伟

说，这一路，让爱回家各地区服务队爱心

接力，但这期间因为沟通问题，让章羽产

生了不信任，随后再次不辞而别。 为此，

志愿者们发布了一则“上海母女躲债流

浪 28 年，大家帮助寻找……”的特殊寻人

启事。

5 月 16 日晚， 茶山市民邢建国和父

亲邢继洪发现了章羽，随后让爱回家志愿

者们连夜迅速和章羽家人及当地政府取

得联系， 约定 5 月 17 日上午在茶山镇下

周塘工业区团圆，然后回家。

带着父亲的骨灰盒一起回家

5 月 17 日上午， 章羽的堂哥和上海

崇明区政府工作人员一行 6 人来到东莞，

接章羽和她母亲回家。“回家后会有亲人

的关心和政府帮助，帮助她们重新融入社

会，也会尽量帮助解决户口和房子问题。”

章羽的堂哥对记者说。

5 月 17 日下午， 张世伟开车送章羽

到深圳北站，并联系铁路派出所，帮忙买

票回家。 快上车的时候，他看见章羽吃力

的背着一个包，便好奇地问了句。 章羽的

回答是，“爸爸的骨灰， 我不能丢下爸爸，

我要把爸爸也一起回家。 ”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日前， 由东莞市社会工作协会主办

的“以爱为盟”创益支持计划进行了第一

届优秀项目评比和第二届入围项目终

评。“巾帼向日葵———社区残障妇女增收

计划” 作为第一届最优项目获得 6000 元

奖励，“风信子的微笑———脑瘫孩子关爱

项目”等 9 个项目入选第二届，并获得由

爱心企业盟大集团提供总额为 14 万元

的资金资助和东莞市旗烽医院提供总额

为 1 万元的资金资助。

当天上午， 活动现场首先进行了第

一届“以爱为盟”优秀项目评比，“巾帼向

日葵———社区残障妇女增收计划” 被评

为最优项目， 项目执行团队获得 6000 元

的最优项目现金奖励。 据了解，去年 3 月

份， 东莞市社会工作协会联合盟大启动

了首届“以爱为盟”创益支持计划，并于

同年 5 月确定了 6 个公益性资助项目，

扶持资金总额为 10.8 万元。 据统计，6 个

项目共开展了 102 场活动，直

接服务人数为 2424 人，服务人

次达 2518 人次，其中“巾帼向

日葵”残障妇女增收计划，服务

对象通过参与活动创收总金额

达 23099 元。

相比第一届， 第二届的扶

持金额更高，扶持数量增多。当

天下午，第二届“以爱为盟”创

益支持计划入围的 15 个项目

团队一一进行现场演绎 ，分

别对项目的主题背景、服务对象、项目

目标、成效预估等方面进行阐释展示，

综合网络投票和现场展示结果，最终获

得入选的 9 个项目共获得 15 万元的项目

扶持。

作为入选的项目之一，“风信子的微

笑———脑瘫孩子关爱项目” 连续两年获

得资助，去年获得 2 万元资助，今年获得

了 5 万元的项目资金资助，持续为脑瘫孩

子提供帮扶。

按照活动计划，入选的优质项目，将

由市社会工作协会进行为期一年的实施

监督，对执行最优的项目团队，将于明年

另外给予 6000 元的现金奖励， 支持鼓励

更多的有创意的团队实现公益梦想。

文、图 信息时报记者 段亚雄

□信息时报记者 曾德顺 通讯员 张玮

5 月 19 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举行第十五届公众开放日，位于东

莞的“大国重器”中国散裂中子源免费

向公众开放直线加速器、快循环同步加

速器、加速器中央控制室、靶站谱仪等

重要设施，活动吸引了来自各行各业近

6000 人参与。

学生组团参观“国之重器”

作为第二次开放，散裂中子源的神

秘面纱可谓是吸引了更多人的关注，今

年通过团体方式报名的人数与散客人

数占比各半。 不少周边的政企事业单

位，都积极主动报名，抓住难得的开放

日活动组织主题团建或主题党日活动。

此外当天在园区参观者中，小学及初中

生数量明显增多，占据入园总人数的相

当一部分比例。 统计 5 月 19 日当天前

往参观的人数近 6000 人， 远远高于预

期的 1500 人，而在近 6000 人当中学生

人数占了一半。

现场，记者看到在观看实物和宣传

片的过程中，学生们都有自己的理解方

式和角度，很多同学还按自己的方式做

着笔记，非常认真。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东莞

分部副主任金大鹏在活动致辞中表示，

“好奇心” 是促进人类发展和科技进步

的重要推动力，希望开放日活动能够进

一步激发公众探索未知的热情，强化从

呱呱坠地就具有的、天生的“好奇”，在

工作和生活中实现自我、 贡献社会、乃

至造福人类。

第三轮开放运行月底可申请

除了实地参观地下隧道及靶站大

厅的科学装置，当天上午，入园的公众

还参与了四场与散裂中子源相关的科

普知识讲座。 来自高能所东莞分部的四

位科学家结合自身研究，与现场听众做

了深入浅出的分享，内容涉及中子散射

原理及运用，中国散裂中子源加速器的

构成、 工作原理以及目前运行状况，硼

中子俘获治疗消灭癌细胞，以及神秘的

缪子等，领域广泛，内容生动，几百人的

会议室内座无虚席。

据了解，目前中国散裂中子源开放

运行取得了丰硕成果。 今年 2 月 2 日

前， 首轮申请通过的 40 个科研课题就

已经全部完成实验。 第二轮目前已完成

40 多个科研课题， 已有多项学术成果

发布。据中科院高能物理所东莞分部

中子科学部副主任张俊荣介绍 ，自

CSNS 开始运行以来， 香港注册用户

就占了用户总数的 10%左右，在已开

展的实验中， 香港用户的实验占了

14%。值得关注的是，散裂中子源第三轮

开放运行将于本月底正式启动申请，有

需求用户届时可以通过相关的专业网

站进行申请。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举行第十五届公众开放日

东莞近6000市民“打卡”散裂中子源

东莞滴滴司

机将成治安防控

志愿者

“以爱为盟”创益支持计划终评结果出炉

9个公益项目共获15万资助

流浪28年的母女终于回家了！

图为评比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