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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泰丰丰文文化化获获批批省省文文化化产产业业基基地地
京博文化艺术博物馆市首家民办博物馆荣誉称号同时授牌

强化孕情跟踪
控出生性别比

本报讯 为从源头上遏制出
生人口性别比偏高趋势，阳信县
洋湖乡计生办生办组织工作人
员，在全乡范围内开展“关爱女
孩，整治两非”行动，强化孕情跟
踪管理服务，综合治理出生人口
性别比。

完善孕情跟踪服务制度。组
织计生专干定期入户随访，加强
对育龄妇女的孕情监测和服务，
一旦发现孕情及时核实，及时录
入人口计生信息数据库。

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落实利
益导向，把关爱女孩活动与综合
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相结合。

加强部门联合，坚持“预防为
主、防治结合”原则，严厉打击两
非行为。 (张翠平)

本报6月26日讯(通讯员 周
康飞 记者 李运恒) 近日，
在博兴县文化遗产宣传月活动
启动仪式上，山东泰丰文化艺术
有限公司荣获山东省文化产业
示范基地。

据了解，山东泰丰文化艺术
有限公司是京博控股的子公司，
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智慧为

己任，集文化艺术品经营、收藏、
传统文化传播、文化推广、传媒
文化、生活美学推广以及文化艺
术品交易所为一体的综合性平
台化的文化艺术公司。目前在中
国楹联、古代书画、近现代书画、
古董珍玩、当代艺术等领域积累
了大量收藏，还收藏了许多清代
白玉摆件、犀角雕刻、古玩杂项

等古董珍玩，其中不乏有御制宫
廷艺术精品。泰丰文化注重传统
文化艺术传播与传承，在楹联收
藏方面，藏品数量已达4000余
幅。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积极
筹建楹联专题博物馆，同时注重
对楹联文化的发掘和传承。公司
还成功运营京博书画网，在新
浪、腾讯、网易等媒体运营“泰丰

汇”官方微博，积极传播中国优
秀艺术文化，丰富人民群众的精
神文化生活。

同时，京博文化艺术博物馆
也获得了滨州市第一家民办博
物馆的荣誉称号。滨州市文广新
局局长曹玉斌，博兴县县委书
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焦本强为京
博控股授牌。

本报6月26日讯(通讯员
孙宝柱 记者 王茜茜) 今年
第二季度开始，全市展开安全
生产百日攻坚行动，按照“1+5+
X”的要求，无棣和阳信县进一
步细化攻坚措施，狠抓落实，积
极消除各类安全生产事故隐
患，切实强化政府属地管理责
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

责任。
安全监管是安全生产工

作的重中之重。无棣县牢固树
立“隐患就是事故”的理念，组
织企业搞好自查自纠和隐患
台账记录，以镇(街道)、工业
园区为基本单元组织网格化
检查，部门做好行业领域安全
抽查。严格执行危化品企业进
园区落户，并对45家危化品企
业的12处重大危险源加强监
管。按照监管水平和安全生产
条件，实行ABCD四级管理机
制，巩固A级，提高B级，严格

监管C级，逐步淘汰D级，并关
闭了4家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的企业。

自滨阳燃化有限公司硫化
氢中毒事故后，阳信县狠抓隐
患排查工作，做到分片区检查，
实现了全县所有区域，所有行
业领域、所有生产经营企事业
单位和人员密集场所、所有重
要设施和管道的全覆盖。在第
一季度的安全大检查活动中，
共查出安全隐患1792条，已整
改1355条，对暂不能整改的，按
照属地管理原则督促整改。认

真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专
项行动，坚决打击并依法取缔
未按照安全生产“三同时”制度
从事生产经营及其他非法违法
生产经营企业，发现一个取缔
一个。

此外，为强化红线意识，促
进安全发展，两县切实做好安
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邀请专
家培训安全文化和安全法律法
规，多部门联合开展安全生产
警示教育活动，并不定期的组
织应急救援演练活动，力求从
预防和排查中做到不留隐患。

隐隐患患就就是是事事故故，，落落实实标标准准化化管管理理
无棣和阳信抓严、抓细、抓实安全生产工作

尊尊重重生生命命，，关关注注特特种种设设备备安安全全
市质监局知识竞赛将于30日结束

本报6月26日讯(通讯员
王海滨 记者 王茜茜 ) 为
促进安全知识进社区、进学
校、进工厂，在“安全生产月”
期间，市质监局以强化特种设
备安全工作为重点，开展《特
种设备安全法》知识竞赛活

动，市民登陆市质监局网站即
可参与活动，快来测试一下你
对特种设备的认识程度吧！

《特种设备安全法》于今
年首次实施，为提高全民特种
设备安全认识和意识，使特种
设备更加深入社区、学校、工

厂，走进市民，借“安全生产
月”之际，质监系统组织开展

《特种设备安全法》法律知识
的普及，促使社会居民关注特
种设备安全，尊重生命。

此次知识竞赛将于6月30
日结束，参赛个人可通过24日

的齐鲁晚报或登录质监局网
站获取试题及答题卡，涂写完
成后，将报纸上印制的答题标
志剪下，粘贴在信封上，即可
免费邮寄，每个身份证号限参
加一次。

“2015年中高考 保分保成功”大型公益讲座圆满落幕

解解读读命命题题趋趋势势，，把把脉脉备备考考心心态态
本报讯 6月21、22日，由济

南天材教育联合济南电视台举
办的“2015年中高考 保分保成
功”大型公益讲座圆满落幕，据
统计，500多名学子及家长前来
参加，主讲的六位权威名师与济
南电视台知名主持人毛蕾、阳光
联合为听众奉献了精准定位
2015中高考的专场讲座。

首先2014年中高考命题组
与阅卷组成员在刚刚参加完阅
卷工作即前往会场，为广大学
生和家长朋友们做了“2014中
高考考题变化与2015中高考命
题趋势”的主题解读；随后，省

重点初高中知名心理指导专家
为到场的学生与家长精准把脉
备考心态，并指明了心理调节
方向与家庭教育策略；最后，多
年毕业班经验的教务副主任、
天材教育特聘教学顾问徐老师
梳理了2015中高考各科必考知
识重难点，并现场为考生制订
了科学而有效的暑期备考计
划。

前后三个小时的“2015年
中高考 保分保成功”大型公
益讲座，与会的学生及家长直
呼受益匪浅，会后依然围绕讲
师不断咨询。

翟王计生窗口
打造服务品牌

本报讯 为进一步方便群众
办理人口计生证件，提高工作效
率，阳信县翟王镇从抓服务窗口
服务质量的提升入手，采取有力
措施简化及规范人口计生证件办
理手续，计划生育服务窗口展现
了新的面貌，取得了群众一致好
评。

服务理念的规范。从双手接
递办事者资料、站立接待和送别
办事者、来时有迎声、询问有答
声、离开有送声、一张笑脸、一个
座位、一杯茶水、一个明确答复等
细节入手，端正服务姿态。

首问负责制，做到全面告知。
在改善计生服务窗口质效的过程
中，要求每个窗口服务人员严格
履行首问负责制，对于群众咨询、
业务办理，无论是否属于本职范
围的事项。代理服务制，做到证件
办理人性化、无积压。 (王康)

本报讯 近日，阳信县翟王
镇举办了计生药具专干培训班，
面对当前生育政策的调整，育龄
妇女落实节育措施出现的新情
况。药具管理服务顺势而为，及时
调整工作思路，采取应对措施做
好分类指导，主动服务、靠前服
务、上门服务。

部分育龄人群有长效节育措
施改为短效措施，生完二胎后的
大龄妇女不再落实长效措施可能
出现的新情况。

创新计划生育药具发放新途
径，切实搞好流动人口均等化服
务，按照“领取的易得性、药具的
安全性”的原则，确保药具使用
率，实现目标人群全覆盖。

实施规范的避孕节育知情选
择，扎实推进长效节育措施的落
实。 (王康)

举办计生培训
规范药具服务

消 防 风 采 录

为进一步加强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
全监管工作，近日，开发区公安消防大队
联合治安大队对辖区内的人员密集场所
开展全面消防安全检查。

检查过程中，消防监督人员主要围
绕各场所是否存在使用可燃易燃材料装
修分隔或装饰装修的现象，安全出口、疏
散通道是否保持畅通，灭火器材、疏散指
示标志、应急照明是否保持完好有效，公
共区域的外窗是否存在安装铁栅栏影响
逃生等情况进行了仔细检查。

通过检查发现，有个别单位存在疏
散指示牌设置不合理、消防器材放置不
规范等现象，针对这些问题，检查组当场
提出了整改意见。 (通讯员 王晓静)

开发区消防开展安全检查
为进一步做好农村消防宣传工作，由

阳信县司法局、检察院、法院、交警队、法
制队、消防队联合深入温店集市进行安全
知识宣传。

活动中，消防宣传员针对农村消防知识
基础薄弱，广大村民消防安全意识淡薄的现
状，利用口语化的语言、图文并茂的宣传单
进行消防宣传，并耐心解答村民关于防火灭
火、火场逃生自救等方面的疑难问题。

一位大妈感慨的说：“以前发生火灾
就开始慌，现在学到了很多防火常识，以
遇到着火就不用惊慌了，消防安全关系到
自身的切身利益，多学点有好处，欢迎你
们常常来农村宣传消防知识。”

(通讯员 王晓静)

阳信消防进村传授防火经
近日，邹平县公安消防大队联合黛

溪、黄山派出所对辖区内小旅馆、小饭
店、小超市展开拉网式排查工作，对其消
防设备是否完好有效，是否进行开业前
检查，有无灭火应急疏散预案及消防安
全责任制落实情况进行了详查严查，并
及时督促相关单位进行整改，彻底清除
火灾隐患。

长期以来，由于小旅馆、小饭店、小
超市规模小，在消防安全监督管理中没
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很容易发生人员伤
亡的火灾事故。邹平县公安消防大队及
黛溪、黄山派出所认真履行各自职责，共
同把好小旅馆、小饭店、小超市消防安全
关。 (通讯员 王晓静)

邹平公安消防会诊小旅馆

为提高学校师生消防安全防范意识
和灭火能力，进一步改善校园消防安全
稳定形势，营造良好的校园消防安全环
境。6月19日上午，阳信消防大队走进第
一实验学校带领师生共同学习灭火知识
并现场进行演练，使全校师生“零距离”
接触消防，感悟消防。

官兵们引领学生们逐一观看了重型
泡沫水罐消防车、登高平台消防车，针对
每辆车的性能展开了详细的介绍，并向
学生们讲解了官兵在灭火救援过程中的
一系列紧急、惊险的故事。

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增强了消防大
队与学校之间的沟通和交流，使师生们掌
握了一些消防常识。 (通讯员 王晓静)

阳信消防携学校共筑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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