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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开个宾馆也不容易，这家伙给折腾的
感情的事咱家里说，别去公共场所闹腾了

这位女子和男友闹分手
独自到宾馆开房欲自杀

绿化带里偷藏碎碎冰
员工下班去拿被发现

还好被找到时头孢吃了酒没喝
女子因为男朋友和自
己闹分手，一时想不开，产
生了轻生念头， 并于11日
离家出走到某宾馆开房准
备自杀， 幸得民警及时找
到了她。
■淮海晚报记者
通讯员

陈帅
薛笑

11日下午，清江浦公安
分局城南派出所接到一位
市民报警称，自己的女儿离
家出走， 可能会想不开自
杀，情况十分危急。 该市民
告诉民警，其女儿离家出走
后，手机一直关机，自己也
联系不上她，其表姐还告诉
他，前一天晚上女儿和她聊
过天， 说男朋友要和她分
手，心情十分抑郁，想要自
杀。
民警根据这位 市 民 提
供的信息，立即在全市进行

搜索，最终在市区一家宾馆
找到了报警人的女儿。 此
时，该女子已经吃了10粒头
孢胶囊，身旁还有一听啤酒
放在床头还没有来得及喝。
(吃了头孢类抗生素后，短期
内千万不能饮酒，否则容易
造成乙醇中毒，从而引起面
红耳赤、心率快、血压低等
表现， 重者可致呼吸抑制、
心肌梗死、急性心衰、惊厥
及死亡。 ）
女子见到民警，还是一
言不发地躺在床上。 民警见

状，立即上前劝导女子，告诉
她，遇到问题要好好解决，为
了家人也不应该对生命这么
轻视，让她放弃自杀念头。
随后， 女子的家人也来
到了宾馆。 经过父母和民警
的耐心劝说， 该女子逐渐认
识到自己行为的确不可取，
并决定跟父母先去医 院 检
查。 对此，民警也提醒市民，
遇到事情要冷静对待， 切不
可因为一时冲动而给自己和
家人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和
伤痛。

遭老公举报宾馆不实名登记

■淮海晚报记者 程凯
通讯员 康雪茹

小东（化名）和老婆小
丽（化名）结婚五六年，偶尔
因为家庭琐事吵架。 11日夜
里11点多钟，小两口拌了几
句嘴后， 小丽就不想看见
“那人”，于是带着孩子去住
宾馆。 小丽到宾馆时已经12
点多钟了，因为孩子只有三
四岁， 而且不停地哭闹，宾
馆老板王某见这情形，就提
议让孩子和妈妈先住下来，
过一会儿再登记身份证信

息。 可是王某晚上喝了酒，
说完就把这件事给忘掉了。
第二天早晨，小东知道了小
丽和孩子住在这家宾馆，于
是上门来找，询问得知旅馆
没有登记他们的住宿信息。
小东一气之下就打电话报
警，举报老板没有按照规定
登记身份信息。 清江浦公安
分局汇通警务站民警接到
报警后立即赶往现场处置，
核实情况后交由辖区派出

晚报讯 11日一早，一家食品加工厂的主管报
警，说抓到一名偷东西的员工，需要警察来处理。 清
江浦公安分局白鹭湖派出所民警接警后赶至现场。
民警到了现场核实了情况， 有点哭笑不得，因
—一包
为这名员工偷的东西是一种儿童小零食——
20根装的碎碎冰，市场批发价一根8毛钱，这一包20
根碎碎冰估价不到20块钱。 这名员工在厂里负责食
品打包工作， 在工作过程中偷藏了这包碎碎冰，然
后藏在厂里的绿化带里，下班时去绿化带拿的时候
被保安发现。
民警表示，员工此种行为为侵占。 因为价值不
够立案标准，民警对这名员工进行批评教育，勿以
恶小而为之，虽然东西价值不高，也不要因为一时
贪小便宜而酿成大祸。 这名员工后悔万分，称自己
只是临时起意，当时也没多想，就想带一包回家自
己吃，觉得东西便宜没多大问题，没想到现在丢人
丢大了。 工厂主管说，会将该名员工带回工厂进行
内部处理。
■淮海晚报记者 李蓉 通讯员 李丹丹

新车领到号牌藏车内
上路被罚200元扣12分

这位女士和老公吵架
半夜带着孩子去住宾馆
12日9时20分时 许 ，
有市民举报清江浦区健康
东路某宾馆在给其妻子开
房住宿时， 没有按规定进
行实名登记。 当天，民警将
宾馆负责人王某带走调
查， 清江浦公安分局随后
对他作出行政处罚。

贪小便宜耍小聪明
吃大亏！

所处理。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五十六
条规定， 旅馆业的工作人员
对住宿的旅客不按规定登记
姓名、 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
的， 或者明知住宿的旅客将
危险物质带入旅馆， 不予制
止的， 由公安机关作出相应
行政处罚。 12日，清江浦公
安分局依法对王某进行行政
处罚。

晚报讯 按照交通法规，新车从拿到车牌的当
日起，就要立即把车牌安装好才可合法上路。 但是
也会有某些自作聪明的驾驶员为了逃避电子监控
将车号牌藏起，不悬挂号牌就上路行驶。
近日，市交警支队三大队民警巡逻至环宇路口
附近时， 发现一辆蓝色SUV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也
未粘贴临时号牌，同时车辆安装号牌处有明显拆卸
痕迹。 民警将该车拦下检查，发现该车已登记号牌
为苏HXXXXX，同时在后备箱发现该号牌。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驾驶人陈某承认自己为了
逃避电子监控处罚，便将号牌拆了放在车内。 民警
依法对陈某处200元罚款、记12分，并扣留了其驾驶
证，并找来螺丝刀，责令他将车牌按规定安装好。
交警提示，“耍小聪明”不悬挂号牌逃避处罚的
违法行为等于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上道路
行驶的机动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故意遮挡、污损
或者不按照规定安装机动车号牌的违法行为都将
面临一次性扣12分的处罚。
■姜丽娜 费雨霆

农房保险为我市农户房屋安全撑起保护伞
2017年9月20日，家住淮阴区
徐溜镇涵洞村小周庄的赵建昌家
中房屋不慎起火，虽然经过全力扑
救，但火灾仍然导致家中房屋和室
内财产过火受损。 当了几十年农民
汉子的赵建昌，一度忍不住流下眼
泪：“房子是前两年刚盖的新房，家
具也是近几年刚买的，被这一把火
都烧得不成样子了，这不知如何燃
起的大火该让我找谁赔啊？ ”当淮
安人保财险查勘员和村干部主动
上门安慰赵建昌，告诉他在保险公
司投保的农房保险将给予一定补
偿时， 赵建昌的情绪才稳定下来。
经过淮安人保财险查勘员细致的
查勘定损，一周不到就将9963元的
理赔款送到了赵建昌的手中，让他
感动不已， 连声说农房保险真好。
农房保险作为一项惠民保险产品，
经过市民政局和淮安人保财险三
年多的运作，已然成为农户欢迎的
一个民心工程，使政府更好地保护

了农民房屋这个重要的家庭财产，
提升了农民房屋灾后恢复重建的
能力，为广大农民朋友的农房安全
撑起了保护伞。
上述这样的农房保险理赔案
例还有很多，这一惠及千家农户的
政策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农户房屋
抵御灾害的能力。 记者了解到，农
房保险在建立新型农村自然灾害
救助机制，充分发挥商业保险业在
建立健全救灾减灾体系中的作用，
提高全市农村农民住房灾后重建
保障能力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据悉，《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
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
提出“拓展三农保险广度和深度，
推动农房保险等普惠保险业务”，
《江苏省政府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
险服务业的实施意见》 明确提出
“支持保险机构提供农房保险等保
障适度、保费低廉、保单通俗的三
农保险产品”，《淮安市政府关于加

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实施意
见》明确要求“鼓励发展涉农商业
保险，大力推广农房保险等普惠型
涉农保险业务，切实提升我市农民
和农村抵御风险的能力”。 从中央
到省市政府，都对推广农房保险提
出了明确要求，通过实施农房保险
工作，让保险理赔资金成为帮助受
灾农户灾后重建的重要资金来源，
真正为农村农民筑起一道防灾减
灾的安全屏障。
淮安人保财险自2015年承办
农房保险以来，连续三年为淮安市
区（清江浦区、淮阴区、淮安区、淮
安经济技术开发区、 工业园区、生
态文旅区、盐化新区）行政区划范
围内的40万农村户籍农民家庭房
屋提供安全风险保障，每户每年保
费仅0.8元，最高可赔偿10万元，主
要保障农村农房因火灾、 爆炸、自
然灾害及飞行物体及其他空中运
行物体坠落导致农房所受的损失。

农房保险真正实现了“政府花小
钱，农户得大保障”的成效，被广大
参保的农民兄弟亲切地称为“政府
出资一元钱，保障农房每一年”。
据了解，淮安人保财险高度重
视农房保险工作，不断完善的组织
架构，确保了大灾面前有条不紊地
开展。 在农房保险的理赔工作中，
也始终坚持把农房保险的理赔作
为一项十分重要任务和品牌工程
来抓，成立了农房保险理赔领导小
组，通过领导小组强有力的领导及
快速反应使得问题都能得到迅速
有效且彻底的解决。 其次，淮安人
保财险站在“农民利益无小事、民
生工程无小事”的高度，增强做好
灾后农业保险理赔工作的责任感，
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扎实做好查勘
定损、赔款支付等工作，切实维护
好广大投保农户的切身利益。 同
时，淮安人保财险制定了一系列理
赔应急措施，不仅完善了上下联动

机制，确保公司对于受灾的反应速
度，还重点对理赔服务时效、质量
进行监督回访，确保这项民心工程
真正惠民利民。 此外，淮安市人保
财险还开通了农房保险大灾理赔
绿色通道，积极兑现各项理赔服务
承诺，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
的原则，按照“主动、迅速、准确、合
理”的要求，特别是对于重大灾害
造成大面积农房受损的情况，建立
绿色理赔通道， 快速查勘定损，提
高赔付效率，切实做好保险理赔服
务工作，保证群众能够尽快恢复生
产生活秩序。
据淮安人保财险负责人介绍，
下一步，公司将把农房保险工作打
造成为服务三农的又一项惠民保
险工程，使参保农户真正从农房保
险中受益得益，体现政府对农民的
关心和支持。
■左文东 邵连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