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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街道干部与辖区居民“结对子”
东营市东城街道办干部居民“结亲”实现全覆盖，及时传达政策听取意见

本报东营 4月 1日讯（记
者 宋 贝 贝 王 光 照 ）

“我们想通过灯盏工程转变
干 部 作 风 ，倾 听 居 民 的 意
见。”近日，东营市东城街道
办开展“灯盏工程”活动，干
部与社区居民家庭结对联
系，实现街道联系居民、服
务居民的无缝隙、全覆盖。
省委党校副校长孙黎海认

为，该活动是政府职能部门
转作风的又一实招，是服务
百姓、惠及百姓的大好事。

东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
副书记曹永刚介绍，“灯盏工
程”具体做法是街道班子成
员联系社区工作站，街道部
门联系居委会，社区居委会
人员按片区分工负责。据介
绍，东城街道办通过下属的8

个工作站、30 个居委会，将
120个片区的管理员层层分
解，最终与辖区四万多户居
民“结对子”。

为充分听取各层面居民
的意见，街道办将居民家庭
分为领导干部、公职人员、企
业职工、普通群众、困难家庭
等几个层面，再确定联系名
单，“每名街道干部联系三到

五个家庭，优先联系经济困
难家庭。”曹永刚说。

据介绍，过去由于居委
会人手有限，有时一些与百
姓生活息息相关的政策，无
法及时传达到每户家庭，居
民的所需所想也很难及时
上传。“灯盏工程”实施后，
这种状况极大改善。目前，
片区管理员每周每户至少

走访一次，及时传达了各项
惠民政策，并对居民的意见
和建议进行登记，居民反映
的一些难题得到及时解决。
3 月中旬，安和南区居民给
安泰社区党总支书记、工作
站站长成立兰打电话，反映
有人私建停车位，毁坏小区
绿化带。成立兰立即协调执
法局，整改了停车位。

曹永刚表示，“灯盏工
程”将长期推进下去，建立联
系群众的长效机制。省委党
校副校长孙黎海认为，干部
直接入户是接地气的表现，

“灯盏工程”对干部自身来说
是很好的教育，将居民的诉
求化解于日常工作之中，对
于转变工作作风、树立政府
形象大有益处。

自闭症儿童

渴望关爱

4月2日是第六个世界自闭症日。1日，我省青岛、潍坊、泰安等地纷纷组织开展活
动，掀起关爱自闭症患者的热潮。据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4月2日，全世界自闭症患者已
达6700万，我国的自闭症患者数量也在不断升高。据全国残疾人普查情况统计，儿童自
闭症已占我国精神残疾首位，中国内地目前自闭症患儿已超过一百万，且患病率正逐年
上升。图为日前德州市妇幼保健院的医生在给德州新语特教学校的自闭症儿童查体。

本报记者 马志勇 摄

法官进医院助解医患纠纷
设立两个多月，迎来全省各地众多咨询者

本报济南4月1日讯（记
者 郭静 实习生 谢士钧

丁科） 自今年1月18日
槐荫区法院在省立医院设立
了法官工作室后，两个多月
的时间内，本来主要是为本
院患者服务的工作室，却吸
引了全省各地的患者前来咨
询医疗纠纷问题，而“我该索
赔多少”成为绝大多数患者

最为关注的问题。
1月18日，槐荫区法院

在省立医院设立了法官工作
室，由该院民事庭副庭长每
周一上午和周四下午值班，
现场解决医患纠纷矛盾。解
决医患纠纷，患者往往选择
找医院、找卫生部门或者进
法院打官司，而法院设立了
法官工作室后，医患双方都

有了另一个选择。
3月28日下午三点，记

者来到法官工作室时，槐荫
区人民法院民事庭副庭长徐
振华正在接待一位 60多岁
的宋先生。去年9月，宋先生
在医院做了跟腱手术，但已
经过去大半年，还没有痊愈，
他认为这可能是医院的治疗
存在问题，所以特意过来咨

询。
“不少患者都是过来咨

询医患纠纷如何处理的问
题，有些问题其实很简单。”
徐振华说，比如像这位宋先
生认为医院可能治疗失误，
但到底是否存在误诊，需要
司法鉴定，“不少患者不了解
调解或司法程序，一出现问
题就想找医院索赔，其实并
非如此。”徐振华介绍，找他
咨询的患者问得最多的问题
是自己应该要求赔偿多少
钱。“这个问题比较难回答。”
徐振华说，患者的心情能理
解，但是赔偿金额需要根据
医患事故的司法鉴定结果而
定。让徐振华没想到的是，法
官工作室成立后，全省各地
的患者都前来咨询了。

不仅医患纠纷中的患者
家属来咨询，法官工作室内
也接待过医护人员。“很多医
生在医学领域是专家型人
才，但是法律方面知识欠缺，
一说到打官司心里也打憷。”
省立医院医务部副主任袁大
川说，今年，医院还准备分批
次让法官工作室的法官给医
院医护人员做普法教育。

另据了解，省立医院东
院的法官工作室将在今年4
月份成立。下半年，槐荫区法
院还将在槐荫区内选取五个
二级、三级医院成立法官工
作室，进一步推行医疗纠纷
解决工作。

我省今后五年
进行70项立法

本报济南4月1日讯（记
者 邢振宇） 老年人权益
保障条例、公共交通条例、劳
动合同条例、全民体育健身
条例……未来几年，这些与
百姓利益密切相关的地方性
法规有望陆续出台或进行修
订。1日，记者从有关部门获
悉 ，山 东 省 人 大 常 委 会
2013—2017年地方立法规
划及 2013年地方立法计划
日前发布，劳动合同条例(修
订)、食品安全条例等列入今
年立法计划。

从去年 9月份开始，省
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
面向社会公开征集 2013—
2017年地方立法规划建议
项目。据介绍，省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共收到各部门、各单
位、社会团体、人大代表及公
众提出的立法规划建议项目
180件，经研究论证，列入立

法项目的共70件。
此次立法规划的项目共

有6方面重点，主要包括：财
政经济类13件，主要有循环
经济促进条例、企业技术改
造促进条例等；内务司法类
11件，主要有慈善事业促进
条例、特种行业治安管理条
例等；教科文卫类 13件，主
要有普通中小学素质教育推
进条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条例等；城建环保类 1 6
件，主要有国有土地上房屋
征收与补偿条例、水污染防
治条例等；农业与农村经济
类 11件，主要有种子条例、
取水许可管理办法等；民族
侨务外事类 2件，另外还有
其他类4件。

另外，省人大常委会法
工委共收到 2013年立法计
划申请项目78件，经研究论
证，列入计划67件。

自主招生“掐尖”战升级，联盟内高校也“互掐”

“华约”三所高校
复试时间“撞车”

本报济南4月1日讯（记
者 杨凡 实习生 林亚）

经历了3月份自主招生笔
试大撞车的“三国杀”后，各
自主招生高校复试将在4月
上、中旬进行。1日，记者了
解到，复试的时间安排上，

“华约”联盟内的清华、人大
和西安交大不约而同定在4
月 6日，本来“华约”内部允
许兼报两所高校，复试时间
却“撞车”，“掐尖”战升级，考
生该如何选择？

3月16日，“北约”、“华
约”、“卓越联盟”三大自主招
生联考笔试同天进行，考生
无暇分身下只能参加一场。
菏泽考生家长李先生就担
心，一个联盟内允许考生报
几个学校，复试时间不会也
撞车吧？

根据各高校自主招生简
章，4月初，三大联盟自主选
拔笔试成绩将陆续公布，复
试也将集中在 4月上、中旬
进行。

目前，“华约”联盟中的
清华、人大、西安交大已经确
定了复试时间，清华定于 4
月6日进行复试，包括“综合
面试”、“学科专业面试”和

“体质测试”三项。人大的复
试安排在4月5日至6日，但5
日主要安排宣讲，包括“综合
能力面试”等在内的一系列
测试则在6日进行。同样，西
安交大也将自主选拔复试定
在4月6日。

而根据“华约”此前发布
的公告，自主选拔复试时间
及方式由各高校自行确定，

考生如通过了其所报考的两
所高校的初审和初试，可以
分别参加两所高校的复试。

记者分别致电清华、人
大、西安交大招生办，三校招
生办解释不同。

清华大学招生办工作人
员表示，“华约”联盟刚开了
会，如果有学生同时进入清华
和人大的复试，校方之间会通
过协商，给考生协调时间，进
行面试。请家长和考生再等两
天，笔试成绩出来后再决定。
而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办和西
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工作人员
则表示，“华约”联盟只是初试
时一同选拔，复试由各自学校
自行组织，复试时间发生冲
突，学校不负责任，学生只能
选择其一进行面试。

本来允许兼报，为何复
试时间也会撞车？这是否意
味着联盟内高校间也“貌合
神离”？

“如果复试撞车，考生
很可能会选择心目中更向
往的学校，联盟内顶尖学校
可能损失小，其他学校就会
流失面试学生。”一所自主
招生高校招生办工作人员
分析说，出于场地、人员安
排等考虑，高校复试一般都
安排在周末进行，根据教育
部在 4 月中旬上报自主招
生结果的要求，留给高校安
排复试的时间非常有限，同
一联盟内的高校之间尽量
会错开复试时间，理论上也
存在“撞车”可能，若遇到特
殊情况，联盟内部高校之间
只能尽量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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