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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道路交通整治开始了
行动持续到明年 2 月底，重点整治酒驾、超速、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

本报 12 月 2 日讯(见习
记者 段学虎 通讯员 范

晓辉) 12 月 2 日，记者从东

营市公安局“畅通安全行”主

题活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

到，东营市公安局自即日起
至 2011 年 2 月底，在全市公

安机关部署下开展道路交通

安全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行

动。

东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此次

整治行动将从交通行为、重

点路段、特殊时间、车辆和驾

驶员等几个方面着力开展。

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整治主要

是严查酒后驾驶、超速行驶、

无证驾驶、疲劳驾驶、超员超

载和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
车及拖拉机违法载人等交通

违法行为。

同时每月 10 日、25 日将

开展全市公安机关集中整治

统一行动日活动，增设临时
宣传站和检查点。重点路口

路段管控，对高速公路、国省
道以及排查出的事故多发

点、段加强警力投入。重点时
段管理，根据交通事故统计

分析，14 时至 20 时是道路

交通事故多发的时间段。因

雨、雪、雾等恶劣天气使得

冬季成为道路交通事故的

易发时期，交警部门在加强

警力管控的同时，向广大驾

驶人倡议安全行车，全方位

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发生。

集中整治行动期间，公

安部门将重点加强车辆及

驾驶人的管理，对长途客

车、客运包车、卧铺客车、校

车、危险化学品运输车、低

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及其
驾驶人，做到教育检查相结

合，及时查纠各类交通违法

行为，及早消除事故隐患。开

展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活

动，下一步公安机关将和相

关部门配合对今年排查出的

事故多发路段、秩序混乱路

段、安全防护设施和管理设

施严重缺失路段、公路桥梁

隐患的整治情况进行一次检

查验收，明确责任单位，督促

尽快落实整改措施。

本报 12 月 2 日讯(见

习记者 闫西龙 顾松 )

12 月 1 日起，上海世博

会中国馆将开始进行为期
半年的续展。2 日，记者走

访东营多家旅行社发现，

旅行社暂不单独对中国馆

发团，游客可参加“华东

五市”线路游览中国馆。

得知世博会中国馆续

展后，市民薛女士说：“现

在中国馆续展，可算是弥

补了我没游世博的遗憾

了。”

利丰国际旅行社的工

作人员介绍：“‘华东五

市’这条线路需要花费 5-

7 天的时间，如果只游览

中国馆的话，可能不合

适，但是目前旅行社暂不

单独发团。”

据悉，上海世博会中

国馆续展将持续到 2 0 1 1

年 5 月 31 日。续展期间，

普通票票价为 20 元/张，

优惠票 15 元/张。中国馆

每周开放 6 天，每周一闭

馆。开馆时间为早 9 时到

晚 5 时。每天提前一小时
现场售票，购票方式可以

是现场个人购票或者团队

网上预订。

“拒绝酒驾”

进饭店

“中国馆”开始续展

东营不单独发团

1 2 月 2 日上

午，河口交警大队

民警来到辖区餐饮

场所发放禁止酒后

驾驶的宣传标牌，

将“珍爱生命，拒绝

酒后驾驶”等温馨

提示宣传牌摆上餐

桌。据悉，此次活动

共发放宣传提示牌
100 余个。

本报见习记者

段学虎 本报通

讯员 薄芳 张翠

摄影报道

眼肌专业组建立已几十年历
史，经过几代人努力，在省内外享

有较高声誉，有雄厚的技术储备和
技术力量，并于 1998 年被全国斜
视、弱视防治中心批准为济南分中
心。本专业组吸引了省内外患者，

每年门诊量达万人次；手术量达
1000 人次左右。在小儿斜视、弱视、

先天性眼球震颤、早产儿视网膜病
变、儿童眼底病、儿童眼部肿瘤、先

天性白内障等一系列眼病的防治
方面已有多项成果和丰富的经验。

对共同性斜视治疗不仅满足于美

容，而且达到功能治愈目的；对疑

难病症，如麻痹性斜视采用新的手

术方法(肌肉连结术、肌肉移植术)

取得满意效果；先后开展了“先天

性眼球震颤手术”、“垂直分离性斜
视”、“Duan‘s 综合症”、“固定性斜
视”、“儿童人工晶体植入术”、“麻
痹性斜视”、眼睑痉挛及麻痹性斜
视药物治疗等取得显著效果。

本专业组率先在国内开展的

《A 型肉毒毒素治疗先天性眼球震
颤临床研究》、《间歇性外斜视手术

前后多因素转归临床研究》得到了

全国弱视斜视防治中心的认可，并
分别获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三等

奖及济南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近几年，专业组积极开展儿童

眼病防治工作，并开展斜视、弱视

的病因及遗传规律的研究，探讨有

效的治疗方法和预防措施，降低发

病率，提高治愈率。同时还建立了
视光学和低视力服务设施。

眼肌专业

李济华：济南市第二人民

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现任山东医学

会眼科学会眼肌组副组长、济南市

医学会委员，被评为眼肌专业学科

带头人、济南市专业拔尖人才。

工作 30 年来，她一直致力于

儿童眼病的防治研究，擅长儿童

眼病、斜视、弱视、眼球震颤等。近

几年，她在国内外核心刊物发表

及参加全国、省级学术会议交流
论文 20 余篇，多项科研成果获

省、市科技进步奖，达国际先进水

平，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及临床
应用价值。率先在国内开展了用

“A 型肉毒毒素治疗先天性眼球

震颤临床研究”，该科研成果已在

省内外多家医院推广应用；先后
开展了“儿童人工晶体植入术”、

“先天性眼球震颤手术”、“垂直分

离性斜视”、Duan‘ s 综合症手术

治疗、眼睑痉挛及麻痹性斜视药

物治疗等，为山东省儿童眼病防

治做出了大量工作。

名 科 名 医 推 荐

赵军：济南市第二人

民医院眼科副主任医师，医

学博士，斜视、弱视及视光

专业。主要研究方向：斜视、

弱视及视光专业，于 2007 年

获眼科学博士学位，并取得

国家高级验光技师(一级)资
格。对眼球后退综合征、眼

外肌纤维化综合征、麻痹性
斜视、眼球震颤、弱视及各

种屈光不正等疾病的诊断
治疗具有丰富临床经验。在

《中华眼科杂志》等国家级

杂志发表论文 10 余篇。所

参与课题研究获济南市科

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田裕民：济南市

第二人民医院眼科副

主任医师。一直从事眼

科临床工作，对眼科常

见病及疑难病症的诊

治有着丰富的经验，尤

其擅长于斜视、弱视等

小儿眼病的诊治，曾在
全国斜视、弱视中心参
加学习培训，有系统的

专业理论和熟练的诊

疗技术水平，治疗各类
弱视、斜视病人取得良
好效果，在全国、省级
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
10 余篇。

初宪华：济南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

师，现任济南市视力康复中心副主任，在济南市儿
童低视力防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从事眼科工作
20 多年，擅长眼肌、小儿眼病的防治及低视力矫治
专业，临床经验丰富，有一套较为规范的治疗各种
类型斜视与弱视、先天性眼球震颤等疾病的临床

经验。发表论文 20 多篇，作为主研人之一的两项

科研课题获省、

市科学技术进

步奖，“间歇性
外斜视手术前

后多因素转归

的临床研究”获

市科学技术进

步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