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莱西供电：
提升带电作业水平
展现企业服务形象

近日，国家电网山东莱西市供电公
司加强组织管理、作业培训，提升带电
作业水平，保障供电可靠性，减少了电
量损失，充分体现了“你用电、我用心”
的企业服务形象。 （赵秀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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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哥庄镇加强人口计生协会“三项建设”开创工作的新局面

胶州市李哥庄镇人口计
生协会坚持把“解放思想、勇
争一流”作为一种不懈追求
和持久动力，突出“责任、压
力、激情、作为”，以“等不起、
慢不得、坐不住”的紧迫感和
危机感，不断提高计划生育
协会工作规范化、制度化、社
会化水平，各项工作都取得
了显著进展，开创了协会工
作的新局面。李哥庄镇计生
协会狠抓计划生育以村为
主，指导、动员计划生育家庭
成员参与民主选举、民主决
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协
助村里搞好计划生育村务公
开，促进村务管理更加民主。
一直以来高度重视人口计生
协会会组织建设，特别是村
计生协会组织建设，该镇加
强镇协会机构、人员编制到
位，村(居)、企业(流动人口)

协会组织健全。目前，全镇86

个村(居)全部成立了计生协
会 ，村 ( 居 ) 协 会 组 建 率 达
100%。今年，胶州市李哥庄镇
计生协还将企业和流动人口
协会组织建设和管理服务作
为重点，截至目前共成立企
业协会126个，流动人口协会
4个，企业协会会员小组132

个，企业协会组建率达到了
85%以上。

据了解，胶州市李哥庄
镇人口计生协会队伍建设。
全部是镇村计生协会会长全
部由分管人口计生工作的副
镇长村主任担任 ;择优选聘
并享受机构待遇的专职秘书
长，由计生中心主任兼任秘
书长的 ;村(居)、企业计生协
会会长全部由党支部书记
(厂长、经理)担任，计生主任
被聘为秘书长。全镇会员人

数达到了10 . 76万人，计生志
愿者队伍近1 . 2万人，协会队
伍不断发展壮大。广泛开展

“关爱他人、关爱社会”志愿
服务活动，通过走访慰问、排
忧解难、精神慰藉、人口关爱
基金救助等形式，关爱空巢
老人、留守儿童、计划生育特
困家庭。发挥典型优势，增强
计生协会号召力。深化基层
群众自治“万村”、“千村”示
范活动，大力提倡培植新的
群众自治工作示范典型。加
强基层计生协会阵地建设。
按照基层协会建设“五有”(有
活动阵地、有服务项目、有活
动制度、有文体队伍、有健身
器材)要求，李哥庄镇基层协
会普遍建立了“会员之家”、

“人口文化大院”，优化了服
务设施，改善了活动阵地，拓
展了服务空间。 （魏守鹏）

三里河街道计生协会立足关爱群众 真情奉献社会

针对当前计划生育的复
杂情况，胶州市三里河街道
计生协会在工作中拓思路谋
发展，不断转变思想观念，立
足本街道实际，出台多项帮
扶措施，主动为困难群众提
供帮助，协会的真心付出、贴
心服务受到辖区群众的好
评，走出了一条有三里河街
道特色的计划生育协会工作
发展之路。

关爱群众生活放飞致富
梦想。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群
众对生活质量的追求越来越
高，如何帮助农民发家致富，
这成了三里河街道计生协会
一班人的“心病”，他们想方
设法，关爱群众生活。随着城
镇化建设的不断加快，失地
农民越来越多，这些农民非
常渴望能有一份安定的工
作、稳定的收入。为帮助农民

掌握一技之长，三里河街道
计生协会发挥区位优势，积极
争取辖区驻街单位胶州市技
工学校、市劳动局就业服务中
心等单位的支持，根据形势需
要，免费进行诸如微机管理、
车床加工等技术技能的培训
学习，帮助农民拓宽择业途
径。这一活动自2011年4月起，
该街道办事处已有300多名农
民工通过培训找到合适的工
作岗位。想方设法，扶持创业。
农村的经济目前也有了很大
的转变，很多农民手里有了
一定的资金，想独自创业，了
解到这部分群众的需求后，
考虑到农民工风险承受能力
弱，一旦创业不成，生活就会
雪上加霜。三里河街道办事
处计生协会在扶持农民工创
业时，反复论证、筛选，本着
因地制宜的原则，帮助群众

选取一些风险小、需要资金
少、流动性快、适合农村发展
的项目，着力提高他们创业
的成功率。协会牵头，典型引
路，带领大家共同致富。带领
群众共同发家致富是协会义
不容辞的光荣职责。于是，在
三里河街道计生协会的指导
下，各村(居)计生协会纷纷成
立：南城子村的蔬菜协会、丁
家庄子村的大姜协会……各
种各样的协会，架起了群众
和市场的沟通，为群众致富
铺平了道路。

多年来，三里河街道计
生协要求村居协会始终把带
领群众致富放在第一位，
2012年三里河街道计生协会
就扶持典型示范107户，以典
型带动群众共同致富，起到
了非常好的联动效应。

（李军 张宝华）

胶州供电：大力开展

安全生产大讨论活动
6月15—16日，国家电网胶州市供

电公司结合基层农电生产经营工作实
际，围绕“抓思想教育，搞安全检查，除
事故隐患”三个方面，在全公司范围内
开展“安全生产日”大讨论系列活动，不
断开创安全管理新局面。 （王晓静）

平度供电：多措并举

确保变电站迎峰度夏
为将迎峰度夏工作落到实处，确

保平度电网的安全运行，平度供电公
司立足实际制定措施，保证变电站稳
定运行。 （苗风霞）

胶州工商帮助企业

产品走向国际化
今年5月份，胶州市工商局胶北工

商所指导青岛信利达玩具有限公司注
册欧盟、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
斯等国家和地区的马德里商标，帮助企
业产品走向国际化。 （夏冰）

文文//片片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周周衍衍鹏鹏

胶南供电公司：

服务三夏力保麦收颗粒归仓

进入6月，“三夏”大忙的序幕已全
面拉开。胶南供电公司早安排、早动员、
早行动，为“三夏”期间夏粮的颗粒归仓
保驾护航。 （张晓虹）

李沧计生：

构建立体化服务信息平台，

做好过渡期居民计生服务工作

李沧区人口计生局建立《搬迁居
民过渡期计生管理服务信息台账》，按
照搬迁楼座地理位置，以楼座为单元
进行统计汇总，直观清晰地掌握育龄
妇女数量、家庭结构、人口分布与流动
等情况，为做好过渡期居民的计划生
育工作提供基本的参考和依据。通过
数据分类、对比、检索、个案信息查
寻，从中发现计划生育工作中的问题、
重点、难点，从而实现计划生育工作科
学管理和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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幻想受迫害大一男生打死奶奶
今年21岁的赵强（化名）本是一名

刚读大一的新生，在不满3岁时父母就
离异，此后他便一直和父亲、奶奶生活
在一起，与家人相处也一直比较融洽。
然而，在2011年4月，赵强读高中时，突
然开始出现间歇性精神异常，时常幻
想、怀疑周围人要害他。家人误认为这
是学习压力过大所致，没太在意。

2012年高考结束以后，赵强异常
行为变得更加严重，时常会摔东西，
甚至动手打伤母亲及奶奶。同年9月
初，刚到大学报到没几天，辅导员老
师就电话通知赵强的父亲，赵强精神
不大好，建议到医院进行检查。后经
医院诊断，赵强患了精神分裂症，但
他无自知力，并不觉得自己有精神

病。因家庭条件有限，赵强最终未能
住院治疗，家人只是在医院拿了一些
治疗药物便带他回了家。

然而，因未能得到及时系统地治
疗，悲剧终于上演。2012年12月17日
15时许，赵强在家突然犯病，觉得奶
奶要加害他，于是拳打脚踢，将奶奶
打死。

法院首次下达强制医疗决定
案发第二天，赵强被公安机关查

获，经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鉴定，其系
精神分裂症，案发时无刑事责任能力。
后检察机关向法院申请，要求对被告
人赵强采取强制医疗。

市北法院经审理认为，被申请人
赵强实施故意杀人行为，严重危害公
民人身安全，经法定程序鉴定，属依法

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但因其家
庭无法提供更好的监管及治疗条件，
有继续危害社会的可能性，符合强制
医疗条件，应予以强制医疗。17日，法
院向赵强下达强制医疗决定书。据悉，
这是新刑事诉讼法自今年1月1日实施
以来，青岛市首例强制医疗案件。

市北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厉建

军介绍，法院决定强制医疗后，会把涉
案精神病人安排到政府指定的医院接
受治疗。强制医疗机构定期对病人进
行诊断评估，对于已不具有人身危险
性，不需要继续强制医疗的，医疗机构
应当及时提出解除意见，报法院批准。
此外，被强制医疗的精神病人及其近
亲属也有权申请解除强制医疗。

强制医疗，费用谁出？
记者从医院获悉，精神病患者就

医的收费要根据患者的病情来确定。
但总体算下来，一个精神病人每月平
均需要花费四五千元，如果是老年患
者则花费更大。据赵强的母亲介绍，案
件进入审理程序后，赵强就已经入院
治疗，截至目前儿子已住院治疗三个

半月，花费数万元，所有的费用均是
他们从亲戚朋友那里借来的。

“法院只能
依法作出决定，

但相关配套措施或细则还没跟上，强
制医疗的费用谁来出，目前我们还不
清楚。”厉建军说，新刑事诉讼法规定
了强制医疗的法律执行程序，但是并
没有介定由谁来支付治疗费用。

对于时常能碰上类似案件的民警
来说，过去他们办这类案子，对精神病
人进行约束性治疗后，一般就交由家
人照顾。但现在则需要按照法律规定
办事。公安机关没有专项资金，只能向
政府申请拨付专项经费，但因目前尚

未接触此类案件，所以具体情况也不
清楚。

对此，市北区检察院一名检察官
提出，强制医疗费的问题目前确实是
个尴尬和值得探讨的问题。如果治疗
费用得不到保障，那么这一法律规定
的权威性将大打折扣。她认为，费用应
是由国家出，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
规定，切实解决强制医疗执
行机构设置与经费保
障难题。

大一男生杀死奶奶，经鉴定该男

生患有精神分裂症，不负刑事责任。

17日上午，市北法院对该大学生下达

强制医疗决定书。据悉，这是青岛市

首例精神病患者被强制医疗案件。判

决虽已生效，但医疗费用究竟由谁承

担却未明了，这成为一个尴尬问题。

办办案案法法官官与与涉涉案案大大学学生生的的母母亲亲交交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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