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年 11 月 8 日 星期一

见习编辑：韩淑芬 美编：石岩 组版：张敬涛

今日黄三角·民生

C03
新闻热线：8065000

残疾人免费康复受冷遇
全市 7 万多人需康复训练，但康复中心的 11 名工作人员却很清闲

本报 11 月 7 日讯(见习
记者 王瑞景 张倩) 东

营市共有 12 . 1 万残疾人，大

约需要 500 名康复技术人员

协助其做康复训练。但是，

东营市康复技术人才的就

业情况并不理想，残疾人康
复培训中心和医院的康复

科显得很冷清。据业内人士

分析，原因是许多需要做康
复训练的残疾人和病人并

不去做。

东营市残联的高松竹

向记者介绍，东营市现有的

残疾人占东营人口总数的

6 . 34% ，其中有些需要做康
复训练，但由于社会整体的

康复训练意识淡薄，再加上

残疾人群有着各方面条件

的限制，目前康复训练还没

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据了解，目前东营市残

疾人康复培训中心在编人

员共 11 人，但康复中心的工

作并不繁忙。康复培训中心

副主任孙万荣向记者介绍，

目前康复中心的康复训练

是全部免费的，但做康复的

残疾人还是很少。到康复中

心的残疾人多是去参加就

业技能培训的，对康复训练

并不重视。

记者从东营市人民医院

了解到，医院康复理疗科目

前有副主任医师 1 名，康复

治疗师 3 名，康复医师 4 名。

“这个规模和其他科室差得

很多，而且我们只有门诊和

治疗室，一直没有病房。医院

对康复科的认识存在一些误
区，治疗室被安排在地下室，

阳光都晒不到。而且，很多人

包括部分医生在内，提起康
复治疗的时候，总是说‘按

摩’，我们听了心里有些不舒

服，时间久了也懒得纠正
了。”康复治疗师聂玉华说，

“理论上说，60% 的残疾人需

要做康复治疗，实际比例却

远远低于这个水平，往往一
个楼层几十个病号也不见得

有一个做康复。在医院做康
复的多是截瘫、脑瘫早期、骨

折术后病人。”

聂玉华还告诉记者，她

的专业是中医康复医学与治

疗技术，与她一起毕业的有
40 人，但现在只有三分之一
的人在从事康复治疗工作。

3 日 14 时，记者在略显

冷清的东营市人民医院康
复治疗室看到，康复理疗师

王涛正对一位脑溢血病人

做康复训练。通过康复训

练，病人可以较快恢复肢体

功能，减轻病情。

本报 11 月 7 日讯(见习记者

李金金) 10 月 25 日起，市药监局

驻开发区办公室对区内餐饮服务
企业进行集中整治，在 69 家餐饮
服务单位中，发现有 4 家饭店的从

业人员未办理健康证或健康证已
过期，另有 7 家卫生条件不符合标

准。目前，该办公室已发出整改通
知，要求他们限期办理健康证，或

进行整改。

据了解，为整治和规范市场秩

序，遏制无证、无照经营违法行为，

东营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印
发通知，要求市药监局驻开发区办

公室对辖区内所有餐饮服务单位及

药品经营企业进行拉网式排查，重

点整治无证、无照经营行为，以及药

品、医疗器械、餐饮服务等行业存在

的安全隐患。开发区药监局办公室

下达限期办证通知书 4 份、责令整
改通知书 7 份。另外，执法人员还检

查了 6 家药品经营企业。

据开发区药监局办公室主任

李钦才介绍，今年 10 月份，餐饮服

务单位的餐饮服务许可证、从业人

员的健康证等相关管理工作由卫
生部门转为药监部门负责。对存在

问题的饭店，如果不能在规定时间

内进行整改或者为从业人员办理

健康证，药监局将联合工商部门将

其取缔。为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药监办还开通了举报电话
(8325186)，对有关线索将进行调查
核实和整治。本次集中整治活动截

至 11 月 15 日，市民如发现有企业

违规、违法经营，可随时举报。

本报 11 月 7 日讯(见习
记者 闫西龙 吕增霞 王

媛媛) 7 日，各爱心捐赠点

陆续收到义工和市民送来的

玩具和衣物，一些市民送来

爱心物品后不愿留下姓名。

西城一捐赠点负责人

“笑着流泪”告诉记者，今天义
工活动时，一些义工拉来了

一车厢的玩具和衣物。捐赠

玩具的义工说：“现在孩子大

了，这些东西放在家只地方，

没有什么用了，送给农村的

小孩是个不错的选择。”

东城念佛堂捐赠点的负

责人张净文说，一位市民送

来了玩具和衣物，这些玩具

和衣物足足装了 8 包，都是

用超市里的那种大号购物袋

装的。但她不愿留下名字，只

说是为农村孩子奉献一份爱

心。

记者代表农村的孩子感

谢已经参加活动的义工和市

民，也希望更多的市民加入

到这次奉献爱心的活动中

来。本报将和东营义工一起

将您的爱心转达。

本报 11 月 7 日讯(见习记者

闫西龙 李金金 通讯员 颜春
明 高钧) 5 日，记者从东营市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了解到，2010

年援企稳岗补贴政策共认定 58 家

困难企业，受惠职工 15631 人。截

至目前，全市已为符合条件的困难

企业拨付“援企稳岗”补贴资金和

扩大基金支出试点补贴资金 3321

万元。

据介绍，为帮助生产经营出现
暂时困难的企业度过难关，东营市

将去年开始推行的“援企稳岗”系
列帮扶政策执行期限延长至 2010

年底，继续对受金融危机影响较

大、履行社会安置责任困难的企业

实行允许在一定期限内缓缴社会

保险费、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

率、使用失业保险基金帮助困难企

业稳定就业岗位、鼓励困难企业开

展职工在职培训稳定职工队伍等

补贴政策，充分发挥失业保险基金

保障生活、促进就业的作用。

东营市劳动就业办公室副主

任李克杰介绍，纳入这次政策扶持

范围的企业，必须是受金融危机影
响较大、按期足额缴纳社会保险
费、正常运营但存在较大困难的企

业，并且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保

证自享受扶持政策起一年内不裁

员，采取在岗培训、轮班工作、协商

薪酬等办法稳定员工队伍。

据了解，本次政策重点向困难

中小企业倾斜，在同等条件下，优

先受理中小企业缓缴社会保险费、

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岗位补贴和在

职培训补贴的申请，经审核符合条

件的，优先予以审批。日前，利华益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按照有关政策
规定，领取了政府批拨的 360 万元

补贴资金，成为东营市 2010 年度享
受援企稳岗政策援助的重点企业
之一。随着利华益集团领取补贴，

今年的“援岗稳企”补贴全部发放

到位。

开发区查出11家“不健康”饭店
其中 7 家卫生条件不达标需要整改

东营化学工业协会成立

义工和市民纷纷奉献爱心

援企稳岗补贴全部发放到位
今年共发放 3321 万元

11 月 7 日下午，东城下了一阵小雨，雨过天晴，地上落满了金黄

的树叶。图为一对情侣走在胶州路上。

本报见习记者 任小杰 摄影报道黄叶遍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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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家属 18905460186

东营市胜利油田现河采油厂
笑着流泪 13287370079/13156070079

东营市西二路 498-2 号五一大厦
威力狮 13356647799

鸿港医院南 300 米路东威力狮换油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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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东野小妖 13854670081

东城锦华四区 116 号楼 2-203

漏网的熊猫 13276477188

东城黄河路职业学院对面，公路局院内
张净文 15666671361

东城茶文化市场念佛堂

本报 11 月 7 日讯(见习
记者 郝文杰 王参) 4 日

下午，东营市化学工业协会

在东营宾馆成立。徐云亭当

选为协会第一届理事会会

长，何宝民当选为秘书长。协

会成立以后，将促进东营化

工行业的技术改造、市场开

拓和合法利益维护等工作，

促进行业资源整合，抱团发

展。

据了解，化学工业协会

成立后，将对企业进行调研，

把化工企业特别是炼化企业
在生产经营中存在的问题向
国家、省、市有关部门进行反

映，争取有利于企业发展的

政策、资金支持；针对市内企

业实际，协会将协调化工科

研部门推动企业技术进步与

创新，推广新工艺、新技术、

新材料的应用，整合化工产
业人才、技术等资源，帮助企

业解决技术难题，推动化工

产业升级；新成立的化学工

业协会还将密切关注国内外
化工产业经营形式，代表行

业内相关企业在反倾销、反

补贴和其它保障措施中协助

调查，组织和协调化工行业
企业参与各项应诉活动，维

护会员和行业合法权益。

立冬了火锅店火了

本报 11 月 7 日讯(见习
记者 张大宁 郑美芹) 7

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冬，

标志着冬天的到来，火锅店

也迎来了它的“春天”。

民间有“立冬补冬”的习

俗，不少市民选择去火锅店

“进补”。7 日，记者从东营多

家火锅店了解到，最近一段时

间，火锅店几乎天天爆满，有

时还会出现排队的现象。“大

家围在一块吃饭，热气腾腾

的，又暖和，又有气氛。”一位
刚吃完火锅的顾客对记者说。

本报见习记者 郑美芹 摄

格追踪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