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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光大手机银行“阳光好医生”正式
上线，推出包括“在线问诊、预约挂号、体检套
餐”三项医疗健康服务，进一步延展了光大移
动金融的生态链条。这是继今年6月中国光
大银行与平安健康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签订
合作协议后，双方在落实医疗健康和金融服
务场景融合的合作创举。

新上线的“在线问诊”功能通过“移动医
疗+AI”深度融合，实现智能导诊，并与超千名
具备三甲医院背景的自有医疗团队提供7*24
小时线上实时问诊服务。服务上线后，光大
手机银行用户可享受每人免费3次在线问诊，
有效期一个月。此外，“预约挂号”合作医院
1800多家,覆盖近100个城市；“体检套餐”体
检网络覆盖380多家权威体检机构，贴心满足
了客户的日常医疗需要。

“阳光好医生”通过引入全国领先的线上
医疗服务机构，连通了光大移动金融生态链
的重要环节，为客户提供了“财富体检+健康

体检”双体检服务。
一直以来，光大银行秉持“开放、合作、共

赢”的经营理念，将金融服务融入旅游、健康、
汽车、住房等生态单元，围绕“医食住行游娱
购”等生活类服务，积极打造以 E-SBU 财富
管理平台为中心的“金融+生活”移动生态链
条。自今年发布新版手机银行以来，光大银
行结合场景创新产品体验，相继推出“财富体
检”“光速签”等优质财富管理及便民生活服
务。光大手机银行携手平安好医生，通过互
联网医疗手段，努力实现“让优质医疗健康资
源围着客户转”。

未来，光大手机银行将持续结合场景服
务，坚持以客户为中心的初心不变，聚焦金融
与生活协同服务、数字科技与生态协同转型，
构建多方共赢的“金融+生活”生态链，努力打
造成轻型化、智能化、数字化的线上“名品”，
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向往中创造价
值、共享共赢。

光大手机银行上线“阳光好医生”

本报讯（记者 悠然）近日，全市城管部
门认真开展“市容环境大清理，干干净净
迎国庆”活动，全面开展城市道路大清
扫、“城市家具”大清洗、市容环境大扫除
等活动，全面提升城市市容市貌品质，让
人民群众共享城市高质量发展成果，不断增
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
新的城市面貌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
年和青海解放70周年。

细化方案，以上率下抓落实。市城管
局提前入手，与建卫复审、创城年度测评
等相结合，及时制订《开展“市容环境大
清理，干干净净迎国庆”活动方案》。从净
化城市空间、加强户外广告安全监管、清
理占道经营、优化日常清扫保洁、推动

“门前六包”落实、实施全城清洗、规范生
活垃圾收运等方面开展工作，让城市干干
净净、整洁有序。

加强市容秩序治理。持续推进城市空
间净化工作，全面排查、清理、整治各类
广告，对未经审批擅自设置、存在严重安
全隐患的户外广告、门头牌匾坚决予以拆
除。同时，重点加强主次干道、背街小
巷、商业网点、校园周边等占道经营集中
区域和高发时段的整治、巡查与管理；加
大对背街小巷、农贸市场、居民生活小区

等重点卫生死角的大排查、大整治。加强
城中村、城郊结合部市容环境整治并做好
灯饰亮化管理工作。

强化环境卫生保障。按照精细化作业
要求，集中时间、集中力量，高标准、高
频次、高质量对城市主次干道、人行道、
桥梁、建筑物外立面等基础设施，以及公
交站亭、花坛、座椅、隔离带、垃圾桶、
指示牌等“城市家具”进行大清洗。重点
对老旧楼院、河道沟渠、城中村城乡结合
部、早夜市、主要商业区等环境卫生易反
复的区域进行防控，杜绝垃圾死角的产
生。严格管理渣土运输车辆违规行为。

建立全民参与机制。结合“创建日”
等活动，发动群众共建、共管、共享。组
织各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社区开
展大扫除行动，做好卫生责任区的环境卫
生综合整治工作，进一步完善“门前六
包”责任制的监督、检查、落实等常态化
工作机制。充分发挥全市“街长制”队
伍，重点对卫生死角进行大排查、大整
治，重点解决垃圾乱倒、摊贩乱摆、广告
乱贴等突出问题。

活动开展以来，全市已出动环卫车辆
5415 台 （次）， 清 洗 城 市 家 具 16135 个
（次）、维修更换环卫设施5027个。

靠边、刹车、熄火，这三个停车动作，在普
通驾驶员眼里再简单不过，可这对于西宁市
第四届敬业奉献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
公交车司机金晓波来说，却是拼尽了最后一
丝力气，才完成这些操作。2018年8月24日，
在公交车行驶的路上，金晓波驾车途中突发
疾病，晕倒前的一刻，他克服身体剧痛将车停
稳，最终确保了车上20多名乘客的安全。

9 月8 日，当记者联系到西宁72 路公交
车司机金晓波时，他向记者回忆道：“我当时
唯一的想法是先把车停稳，毕竟乘客的安全
大于天。”

据金晓波介绍，2018年8月24日15时37
分，他驾驶72路公交车从青海师范大学新校
区出发，烈日当头，车厢里很闷热，而发动机
就在驾驶位旁边，使得驾驶室周边的温度达

到约40℃，这让他汗流浃
背，于是在靠站停车的空
当，他打开了车窗和天
窗，但这并没有让身体的
不适得到缓解，症状反而
越发严重。当车辆经过万
佳家博园附近的十字路
口时，他感觉胃里开始翻
江倒海，身体也在不停地
冒着虚汗，并开始呕吐。

“开始呕吐后，就感觉不
可能是中暑，可能更严
重，随后手脚出现了痉挛
现象，我就赶紧把车开到
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才
停下来。就在车辆再次开
动时，手指几乎无法弯
曲，完全是在用手掌搓着
方向盘向前行驶。”金晓
波说，虽然车子再次启动
了，但面对如此糟糕的身
体状况，知道不能再行驶
了，就算延误了乘客的时
间，安全是第一位。当时
金晓波驾驶车辆已经行
驶至距离十字路口约200
米的地方，在手脚痉挛越

来越严重的情况下，他凭借着坚强的意志，
连续做出了靠边、停车、拉手刹、熄火、开车
门等一系列车辆制动操作，将车平稳、安全
地停在了较为宽阔的路边，随后金晓波晕了
过去。

在自己即将晕倒的情况下，金晓波心里
惦记着车上乘客的安危，忍着不适停稳了车
辆，这一举动也深深感动了车上的乘客，热
心乘客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因抢救及时挽
救了命悬一线的金晓波。

（记者 宁亚琴 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 得舟）为进一步增强园区
一线职工群众的归属感、幸福感、获得
感，在中秋佳节来临之际，西宁经济技术
开发区生物园区群团服务站 （工委） 联合
爱心志愿服务队，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和青海解放70周年为契机，于
9 月 10 日举办了一场“情暖中秋·关爱职
工”送温暖主题志愿服务活动。

在活动现场，参与志愿服务的爱心
企业和企业家们为园区 123 名环卫职工
捐 赠 并 发 放 了 价 值 4 万 元 的 中 秋 礼 包

（生活用品和中秋月饼），向环卫工人们送
上了节日的问候，对环卫工人们的辛勤付
出和对西宁干净整洁美丽的贡献表示敬
意。在送温暖现场，爱心志愿服务队的
群众演员们还为环卫工人们献上了精彩纷
呈、形式多样的文艺节目，演员们通过器
乐合奏、独唱、表演唱、舞蹈、合唱等艺
术形式，热情讴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青海、西宁发生的翻天覆地的
喜人变化，演出赢得环卫工人们和围观市
民的阵阵掌声。

本报讯（实习记者 闫鸿）“藏药制剂剂
型由原有的6种增加到12种……”“藏医药
学术期刊《中国藏医药》杂志，已成为国内外
公认的藏医药权威学术刊物。”“全面实施藏
医药文献数字化工程，目前已构建完成藏医
药文献、藏医特色诊疗技术、名老藏医医技
医术等17个数据库……”9月11日，记者从
相关部门了解到，我省藏医医疗、科研、教
育、产业、文化机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得
到了长足的发展。不断加强立法和顶层设
计，先后出台了《青海省发展中医藏医蒙医
条例》等一系列政策文件，有力促进了藏医
药事业的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
为建设更加富裕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提供
了坚实的健康保障。

据了解，我省6个民族自治州全部设有
州级藏（蒙）医医院，81%的县设立了县级藏
（蒙）医医院。2018年，全省共有公立藏（蒙）
医医院28所，占全省医院总数的27%，其中

三级甲等藏医医院1所，三级乙等藏医医院
2所，二级甲等藏（蒙）医医院19所。有民营
藏医医院19所，藏医诊所326个。藏（蒙）医
医院床位 3365 张，占全省医院床位数的
14.3%。先后抢救挖掘藏医药古籍文献2600
余部，编纂出版《藏医药经典文献集成丛
书》、《藏医药大典》、《四部医典曼唐详解》等
系统整理研究重大工程，项目成果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创办首部对外公开发行的藏医
药学术期刊《中国藏医药》杂志，已成为国内
外公认的藏医药权威学术刊物。全面实施
藏医药文献数字化工程，目前已构建完成藏
医药文献、藏医特色诊疗技术、名老藏医医
技医术等 17 个数据库，成为国内外藏医药
科技信息资源最全、数据量最大、水平最高
的藏医药科技信息数据中心。在藏药制剂
方面，改变以往的传统手工作坊模式，引进
了先进的制药设备和工艺流程，使传统的藏
药制剂生产更加现代化、规范化和合理化。

我省藏医药事业蓬勃发展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记者9月11日从
互助县公安局了解到，近日，互助县公安
局经侦大队成功侦破一起信用卡诈骗案，
抓获犯罪嫌疑人 1 人，为受害者挽回损失
20500元。

记者了解到，9月3日，经侦大队接到
互助籍女子东某报警称，8月31日，她手机
微信零钱中的 18000 元和绑定银行卡中的
2500 元现金不翼而飞，请求查处。接到报
警后，经侦大队迅速将此案立为信用卡诈
骗案进行侦查。经询问受害人东某，并调
取其微信交易信息和资金流动情况，发现
东某前男友吴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9月5
日，经侦大队将吴某某传唤至互助县公安
局刑侦办案中心。经讯问，吴某某对实施
信用卡诈骗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并退还
受害人现金20500元。经侦查，东某与吴某
某于 2018 年确立恋爱关系，2019 年 8 月 31
日，东某提出与吴某某分手。吴某某认为
在恋爱交往期间为东某有较多经济支出，

知悉东某微信登录密码和支付密码的吴某
某，于分手当日下午未经东某同意私自登
录其微信，将微信零钱中的18000元和绑定
银行卡中的2500元现金转取。

目前，犯罪嫌疑人吴某某因涉嫌信用卡
诈骗罪，已被互助县公安局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
不说两句吗？

想第一时间掌握时事新闻吗？想与他
人分享最新、最有趣的资讯吗？您只需打开
微信关注西宁晚报微信公众号，即可轻松掌
握最快新闻。同时，晚报微信公众号还开通
评论功能，这里有
10 多万粉丝正在
与您交朋友，一起
畅评新闻事件，今
日的热点是：青海
一男子私自登录
前女友微信，转走
巨额现金……

本报讯（记者 金华山）9月10日，市公安
交通管理局发布消息，以前禁止左转的昆仑
大道和南小街十字路口从 10 日起允许左
转，这是为均衡区域内其他道路通行需求做
出的调整。

记者了解到，凤凰山快速路建成通车
后，其周边道路交通流量、流向发生明显变
化，为均衡调剂区域相连道路的通行需求，9

月 10 日起，昆仑大道与南小街交叉口东西
对向将取消原有的禁止左转，机动车进入内
侧车道由西向北和由东向南两个方向允许
左转弯，路口各方向的信号灯配时方案配套
实施优化调整。同时，南小街南段同步设置
中心隔离护栏，市第三中学门前设立行人安
全过街的通道，以减少人车混行，杜绝该路
段车辆随意掉头、乱停车现象。

市容环境大清理 干干净净迎国庆

昆仑大道与南小街交会处允许左转

金晓波：晕倒前忍痛先停稳公交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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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风采道德模范提名奖获得者风采

男子登录前女友微信盗走2万元

123名环卫职工喜获中秋礼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