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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东综合 /

7月7日，邓华将军之女邓欣，与长城脚下迁安市五重安乡旭阳中学的师生一起，追忆革命先辈抗日故事。

7 月 7 日，63 岁的邓欣来到父亲邓华将军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在冀东抗日暴动 80 周年之际，和学生一起

追忆邓华将军的战斗足迹，教育后代勿忘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秉承先辈的遗志，不忘初心，刻苦

学习，共圆中华民族复兴梦。 通讯员 陈儒 摄

本报讯（记者闫漪 通讯

员吴可超）7月6日，中车唐山

公司接到招标方通知，成功中

标我国首条中低速磁浮旅游

专线——清远市磁浮旅游专

线项目车辆采购订单，将为全

球第 5 条、国内第 3 条中低速

磁浮运营线路提供新型磁浮

列车。凭借北京s1线、清远旅

游专线两个项目，中车唐山公

司成为全球唯一一个同时拥

有 2000mm 和 1860mm 两种轨

距磁浮技术平台，为两座城

市、两条线路批量提供商用磁

浮列车的主机厂。

中车唐山公司是我国最

早开展中低速磁浮交通技术

工程化和产业化的轨道装备

主机厂，凭借五代磁浮列车技

术产品的研发、制造及运营的

深厚积累，成为我国中低速磁

浮交通产业的引领者。其中，

研制生产的第四代磁浮列车

已成功在北京 s1 线投入载客

试运营，创新开发的第五代新

型磁浮列车圆满完成了运行

试验，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清远又称凤城，是广东省

面积最大的地级市，地理位置

独特，旅游资源丰富，素有温

泉之乡、中国龙舟之乡、中国

漂流之乡、中国优秀旅游城

市、中国宜居城市等美誉。清

远磁浮旅游专线全长38公里，

首期正线全长 8.014 公里，设

银盏温泉、长隆大道、长岗站、

长隆主题公园站 4 座车站，以

服务长隆主题公园旅游景区

为主要功能，将与长隆主题公

园同期运营。清远磁浮旅游

专线后期通过向东西两个方

向延长，连接长隆华南虎种源

基地和美林湖等地，成为世界

上第 5 条运营线路（前四条分

别在日本、韩国、长沙、北京），

在我国中低速磁浮交通发展

史上具有重大意义。未来，磁

浮交通+旅游的模式将成为推

动全域旅游、实现旅游跨越式

发展的新途径。

这样的驾驶证、行驶证
请尽快更换

发布

本报讯（记者张辉）日前，

秦皇岛市交警支队发布《关于

更换新型驾驶证和行驶证的

通知》，提醒广大车主和驾驶

人，为避免因驾驶证、行驶证

没有证芯条码或条码模糊不

清无法扫描而导致无法办理

非现场交通违法处理业务，若

驾驶证和行驶证无证芯条码

或条码出现损毁现象，请当事

人自行更换。

据了解，按照公安部交管

局和河北省交警总队相关通

知精神，从2018年2月1日起，

凡办理非现场违法处理业务

须统一使用综合平台，并使用

条码枪读取驾驶人信息、机动

车信息，同时规定“对于因证

芯条码缺失或模糊不清的，无

法通过设备读取驾驶人和机

动车信息的，要求当事人自行

更换驾驶证或行驶证”。

秦皇岛市交警支队提醒

广大车主和驾驶人，为避免因

驾驶证、行驶证没有证芯条码

或条码模糊不清无法扫描而

导致无法办理非现场交通违

法处理业务，请大家自行核对

所持有的驾驶证和行驶证，如

无证芯条码或条码出现损毁

现象的，需携带所需更换的证

件及本人身份证、本人照片

（更换驾驶证用）、车辆照片

（更换行驶证用，以原行驶证

照片样式为准）到交警支队各

业务网点更换新的驾驶证和

行驶证。

市民可到交警支队以下

业务网点办理新型驾驶证和

行驶证业务：

一、政务服务中心（红旗路）
二、世奥交管服务站（开发
区)
三、瑞通交管服务站(秦青公
路）
四、二手车交易市场（南大
寺）
五、京和交管服务站（东港
路）
六、庞大交管服务站（开发区
孟营）
七、嘉远交管服务站 （北二
环 398 号）
八、众安交管服务站（北港大
街）
九、弘盛交管服务站（土台
子）
十、北戴河宏韵交管服务站
十一、各县区车管所及部分
二手车交易市场

——“白内障康复工程”慈善基金在唐山爱尔眼科医院成立

200万慈善基金公益救助我市白内障患者

由唐山市慈善总会、湖南爱眼基金会联

共同发起设立的“白内障康复工程”慈善基金

7月5日在唐山爱尔眼科医院正式启动。该

公益基金主要面向唐山市范围内的贫困白内

障患者，通过费用补贴的方式进行救助。湖

南省爱眼公益基金会出资200万元在唐山市

慈善总会设立专项基金，唐山爱尔眼科医院

作为定点救助医院。预计一年时间内，可以

在唐山地区救助1000名以上的白内障患者。

爱尔眼科医院集团是全球规模领先的眼

科医疗连锁机构，IPO上市医疗机构（股票代

码: 300015，2015 年入选沪深 300 指数股）。

截至2018年，已在中国大陆30个省市区建立

240余家专业眼科医院，覆盖全国医保人口超

过70%，年门诊量超过650 万人。并且，在美

国、欧洲和香港开设有80余家眼科医院。唐

山爱尔眼科医院于2017年荣获ISO9001质

量管理体系认证！院长王云松，医学博士，从

事眼科工作20余年，先后在北京同仁医院及

唐山工人医院担任眼科医师、科主任等职，开

展白内障超声乳化手术、青光眼白内障联合

术等。

唐山爱尔眼科医院院长王云松介绍，白内

障是世界第一大致盲疾病，我国60岁以上人

口发病率达到80%，每年有无数的老人

因为白内障成为低视力人群和盲人，严

重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治疗白内障

不仅仅是为患者本人减轻痛苦，提高生

活质量，也是为其他家庭成员减轻负

担。救助一名患者，帮助一个家庭。作

为“白内障康复工程”慈善基金的定点医

院，唐山爱尔眼科医院以白内障专科单

明华主任为代表的白内障医疗团队，对广大唐

山地区的白内障患者，进行严谨的医学普查。

为符合救助条件者，提供合理的治疗方案。

爱尔眼科集团本着“使所有人，无论贫穷

富裕都享有眼健康的权利”这一企业使命，在

承接该项救助活动的同时，成立“白内障康复

工程”志愿者服务队，配备车辆和人员，深入

基层，走到患者身边，普及防盲治盲知识，也

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的活动，通过救助活动

惠及更多需要帮助的患者！

“白内障康复工程”慈善基金公益救助行

动已经在我市全面开展。唐山地区的白内障

患者均可通过志愿服务队或拨打救助热线到

唐山爱尔眼科预约就诊。

救助热线：0315-3795777
医院地址：兴源道学院路交口东行200

米路北

长城脚下追忆先辈

中车唐山公司将为
广东清远提供新型磁浮列车

本报讯（记 者 刘

超 通讯员李智旭）昨

日，记者从唐山市旅游

局获悉，7月5日泰国普

吉岛游船倾覆事故中

暂无唐山游客。

据了解，获悉泰国

普吉海域发生游船倾

覆事故造成中国游客

失联的消息后，7月5日

晚23时，唐山市旅游局

立即组织力量对全市

出境社进行核实摸排，

并 密 切 关 注 事 态 进

展。一是全面排查赴

泰游客安全状况，及时

掌握并上报信息。经

排查，目前经我市出境

社组织在泰国旅游的

散客共有15人，已与游

客 联 系 并 确 认 安 全 。

二是指导各县区旅游

行政管理部门和各出

境社做好境外旅游安

全保障工作，并及时发

布安全风险提示。

普吉岛游船倾覆事故中
暂无唐山游客

一、选择有资质的旅行社
要注意旅行社经营范围，正规的旅行

社应具备工商部门颁发的营业执照和旅
游管理部门颁发的业务经营许可证。

二、签订正规合同
签订旅游合同时，要详细阅读旅行社

提供的行程表或行程计划书，明确团费所
包含的项目、服务内容、服务标准以及违
约责任和纠纷处理方式(内容包括明确旅
游线路行程、景点、交通和食宿安排及标
准、购物次数及停留时间、双方的权利义
务、违约责任等基本内容)。

三、出行前了解目的地天气状况
暑期是暴雨、洪涝、泥石流等地质灾

害高发期，游客出行前要注意了解相关天
气预警信息，合理选择旅游路线。遇到恶
劣天气，要听从当地有关部门或导游员、
旅行社的组织，注意必要的自我防护，不
在危险地段停留。

四、遵守交通规则和安全规定
自驾旅游要尽量避开热点地区和高峰

时段，提前设计好旅行线路，发生交通事故
不要惊慌，要合理采取自救和互救措施，保
护事故现场，并迅速报告警方和相关部门。

五、遵守集合时间和景区规定
注意景区设立的安全警示标识，不要

到景区划定的安全游览路线以外游玩，不
要进入景区“禁止入内”的危险区域。游览
过程中保管好随身财物，不要让贵重物品
离开自己的视线。应注意听从导游安排。

六、自觉抵制“低价游”
虽然低价的目的不同、原因有很多，

但低价是产生低质服务的主要因素。旅
游者在选择线路时一定要注意旅行社的
资质和旅游产品的品质，不要被“赠送”

“低价”等宣传噱头迷惑，切勿贪图便宜，
因小失大。

七、树立文明旅游、理性消费意识
游客出游时应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

礼貌待人，自觉遵守公共秩序，保护生态
环境，杜绝不文明行为。

八、要增强保险意识
建议游客在出游前购买人身意外保

险，购买保险产品时要问清理赔范围，结
合自身实际情况合理选择，注意索要发票
和保单或保险号。

九、要依法理性维权
旅途中如遇到服务质量问题，应与旅

行社积极协商解决，不应采取过激行为，
更不能以此为由延误行程致使损失扩大，
妥善保存好合同、发票、行程安排以及认
为旅行社存在服务质量问题的相关证据。

唐山市旅游局：

唐山市旅游局发布暑期出行提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