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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诗敏）

“他因

救人而受伤，他的行为值得我们称赞。 ”

昨日，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为金沙街

居民荆忠义送上了慰问金。 今年6月，荆

忠义在挽救一名开煤气自杀的街坊时，

煤气发生自燃，他被严重烧伤，目前正

在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接受治疗。

57岁的荆忠义是辽宁抚顺人，在广

州生活多年。 半年前，他在金沙街开了

一家小面包店。 6月25日晚，荆忠义去街

坊家送面包时闻到某户人家冒出煤气

味。

荆忠义介绍，他敲开门后发现是一

老街坊正意图自杀。“我没想那么多，只

想关煤气救人。 ”不幸的是，在抢救过程

中，煤气发生了自燃。 荆忠义救出一名

伤者，但两人都被严重烧伤。

荆忠义被紧急送往广州市第一人

民医院。 经诊断，荆忠义呼吸道被严重

烧伤，面部烧焦、全身烧伤二度以上，烧

伤面积高达40%。 由于双手烧伤最为严

重，需要立即进行死皮切除手术。

得知荆忠义的遭遇后，金沙街道办

事处立即成立应急处理小组，第一时间

拨款1万元，并两次赴医院慰问。 随后，

街道民政科又拨款2.5万元，并派街道社

工全程陪同荆叔家属处理就医、筹款等

事宜。 目前，街道正在为其申报“见义勇

为”相关荣誉，同时申请司法救助。

7月5日晚，荆忠义的妻子佘姨在社

工帮助下向社会发起轻松筹。 消息一发

出来，市民纷纷转发。 仅仅17个小时，就

筹到了200512元，参与捐款的达到8153

人次。 直至轻松筹结束，仍有市民源源

不断给予祝福。“他是个好人，好人就要

有好报。 ”街坊高先生表示，如果后续还

需要捐款，大家都会想办法。

据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师王震

介绍，荆叔在第二手术完成后无须再进

行第三次手术。“我们医护人员一直尽

心医治，大概还有15到20天，患者的创

面修护即可出院了。 ”王医师表示，通过

康复治疗，患者可恢复正常生活，“一两

年后脸上也不会有疤痕了”。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成小珍 通讯员

粤交集宣 沈高）

记者昨日获悉，广东省

高速公路有限公司京珠北分公司管辖

的湘粤省际收费站粤北站，将于10月31

日参与全国联网协调，年底正式撤站。

日前，京珠北高速取消省界粤北站

工程全面启动。 接下来，京珠北将撤除1

个主线收费站———粤北站，建设42个主

线ETC门架系统， 并对15个匝道站的

115条收费车道进行系统升级改造。

粤北站是京港澳高速公路粤境北

段的省际主线站，是京珠北高速和乐广

高速通往湖南的终点站。 作为广东省

“北大门”，粤北站车流量非常大，特别

是春运期间，日均车流量高达3.5万。 取

消粤北站之后， 车辆无需停车缴费，将

大大提升通行速度和效率。 ETC门架系

统具备对车辆进行车牌识别和分段计

费等功能，待匝道站收费车道全面改造

后，当ETC用户到达收费站时，无需停

车缴费，也无需走专用车道，可自由快

速通过任一车道，实现“秒过”收费站。

据悉，省交通厅正全力推动取消省

界收费站各项工作，确保今年年底前取

消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 根据方案，取

消省界收费站外场工程建设主要包括

三方面：撤销18个省界收费站，升级改

造全省107个路段收费中心和946个收

费站；建设省界ETC门架72套，非省界

ETC门架2256套；新建ETC车道2002条，

升级改造ETC/MTC混合车道2424条，

升级改造原有ETC车道2034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孙小鹏 实

习生 谭济嵘 通讯员 粤考宣 ）

昨

日， 广东省招生办对提前批军检院

校、 非军检院校和民航招飞院校征

集志愿进行投档， 共投出考生 443

人。 各院校征集志愿投档分数比第

一次投档都有一定攀升， 军检院校

中国人民警察大学理科、 集美大学

理科分别比原投档线高 120 分、58

分， 提前批本科院校基本完成招生

计划， 广东省提前批录取工作顺利

完成。

据统计， 今年广东省提前批本

科院校共录取 14153 人，其中，教师

专项计划和卫生专项计划录取

2479 人，空军招飞院校录取 60 人，

军检院校录取 2763 人，非军检院校

录取 5322 人，独立设置艺术类录取

3529 人。

广东“北大门”粤北站年底撤销

将建设42个ETC门架系统，届时车辆无需停车缴费，可自由通过任一车道

老街坊打开煤气要自杀，他上前营救未料煤气发生自燃

“忠义哥”救人 全身二度烧伤

广东提前批录取结束

本科院校共录取14153人

信息时报讯

(

记者 文涛 通讯

员 通讯员 穗纪宣

) 广州市纪委监

委12日通报称,日前，经广州市委批

准， 广州市纪委监委对广州市广播

电视台原党委副书记、 广州广电传

媒集团原党委副书记、 总经理冯铁

民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

查调查。

经查， 冯铁民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公车私用，违规收受礼金；

违反组织纪律， 不如实报告个人有

关事项，违规录用职工；违反廉洁纪

律，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影

响公正执行公务；违反工作纪律，不

正确履行职责，造成重大损失；利用

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

法收受他人财物，数额特别巨大。

冯铁民身为党员领导干部，理

想信念丧失， 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

律、廉洁纪律、工作纪律，构成职务

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 且在党的十

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

情节严重，应予严肃处理。 依据《中

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

共和国监察法》等有关规定，经广州

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市委批

准，决定给予冯铁民开除党籍处分；

由广州市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

分；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

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

诉，所涉财物随案移送。

广州市广播电视台

原党委副书记

冯铁民被双开

扎哈维梅开二度 富力客场仍负一方

信息时报大连电 （特派记者 邹

甜）

昨晚中超联赛第 17 轮， 广州富力

客场挑战大连一方。 扎哈维在本场比赛

中梅开二度， 但一方外援发挥出色， 卡

拉斯科在攻入奠定致胜进球， 最终富力

以 2:3输球。

大连一方和广州富力都是攻强守

弱的球队， 双方主帅都预期这会是一

场精彩的对决， 赛前双方士气十分高

昂。

开场后， 双方打出快节奏。 上半

场第 19 分钟， 叶楚贵为富力创造点

球， 扎哈维主罚命中。 但 5 分钟后，

富力后防球员抱摔博阿滕， 主队也获

得了一粒点球， 卡拉斯科主罚将比分

扳平， 1:1 的比分维持到中场休息。

“富力进攻力很强，场均进球2球以

上，这要求我们要进更多球。 ”贝尼特斯

说。 下半场开始后，一方加强了进攻，在

一次快速反击中， 博阿腾禁区内射门，

实现比分逆转。 富力也不甘落后， 以

色列双子星再发威， 扎哈维接萨巴助

攻抽射破门， 将比分扳平。 最后 30 分

钟， 对双方防守提出更高要求， 这方

面富力无疑是弱势。 第 73 分钟， 大连

一方快发定位球，卡拉斯科禁区前远射

破门，最终大连一方以3:2取胜。

“第三个丢球让我很生气， 我们的

后防球员表现得很呆滞。 ”对于这粒失

球，富力主帅斯托伊科维奇感到十分不

解，“这场比赛可以说是我们自己打败

了自己， 赛前我们做了详尽分析， 跟

队员强调过定位球的防守， 但整体效

果还是不如理想。” 在斯帅看来， 本场

比赛至少要拿1分， 他希望队员能够吸

取教训。

作为富力的当家射手，扎哈维本场

比赛打进两球，进球数达到20个，但输

掉了比赛，他感到很郁闷，“我们对卡拉

斯科的防守还是做得不够”。 下一轮，广

州富力将主场迎战天津泰达。 扎哈维直

言，对泰达是一场不能输的比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欧嘉福）

近日，

广州市水务局官方网站发布《申请共用

用水设施改造和管理维护移交指引》

（以下简称《指引》）

。 根据《指引》，2000

年前建成的、既无物业管理又无加压设

施的老旧居民住宅共用用水设施可申

请进行改造。 办公楼、工业厂房、商业楼

等非居民住宅以及集资房、小产权房用

水设施不纳入改造范围。

改造起点为小区进水管与市政供

水管接驳处或小区总表，终点为用户专

用管入墙处或室内水表处。

改造内容包括供水加压设施、储水

设施、管道等居民生活用户共用用水设

施。 小区、楼宇消防给水系统不纳入本

次改造内容，改造后的居民生活给水系

统与消防给水系统分离。 商住合用的居

民楼宇， 对居民生活用水设施进行改

造，改造后的居民生活用水与商业用水

分别装表计费。

申请改造以业主自愿为前提。 2000

年前建成，既无物业管理,又无加压设施

的居民住宅小区

（住宅楼）

可进行申请。

属地街道、居委会牵头组织，征集居民

的改造意愿，需经小区

（住宅楼）

内专有

部分占建筑物总面积2/3以上的业主且

占总人数2/3以上的业主书面同意改

造，并同意改造后移交供水企业管理维

护。 改造费用由财政资金和供水企业共

同承担。

超 19年楼龄住宅可申请供水设施改造

非居民住宅及集资房、小产权房不纳入改造范围

荆忠义救人时脸部被烧焦。 图为受

伤前的荆忠义。 家属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