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薛城推行农村契约式医疗卫生服务

2200万万农农民民有有了了““家家庭庭医医生生””
本报枣庄6月26日讯 (记者

白雪岩 通讯员 万照广 闫兴
振 ) 今年3月，薛城启动了农村契
约式医疗卫生服务新模式，截至
目前，全区60%以上的农民已经有
了自己的签约医生，他们不出村、
不出家门即可享受基本医疗服
务。

“农村契约式医疗卫生服务
主要是针对老年人、孕妇、儿童，
以及高血压、糖尿病、重性精神病

等患者，开展的乡村医生上门服
务。”2 6日，薛城区卫生局办公室
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农民可以
以家庭为单位，与所在村卫生室
的乡村医生签订医疗卫生服务协
议，按照协议内容，医生应该为这
户家庭每年进行一次健康状况评
估，免费发放健康医学处方集医
学科普资料，免费为所有家庭成
员建立健康档案，实施动态管理，
并提供 2 4小时免费咨询，病人出

现紧急情况时与上级医院联系转
诊。

记者从薛城区卫生局办公室
了解到，乡村医生签约服务原则
上一年一签，签约村民享受国家
规定的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
服务，主要包括常见病、多发病的
一般诊治。同时，对65岁以上老年
人、高血压、糖尿病、重性精神病
患者的筛查、随访，提供健康生活
行为干预指导和诊疗路径指导服

务；对行动不便、空巢老人及留守
儿童，提供电话咨询、上门访视和
指导服务；运用适宜的中西医(药)

技术，对诊断明确、病情稳定的慢
性病患者进行规范化治疗，为慢
性病、重性精神病患者提供每年
不少于 4次的健康咨询和分类指
导服务，患者情况紧急时及时提
供转诊服务并履行转诊手续。

截至目前，薛城区已有202个
村卫生室开展了乡村医生签约服

务，64 . 6%以上的20 . 7万人农民有
了自己的签约医生。“有了签约医
生后，俺一家老小不论是谁有个
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小病小恙
的，不用出村，就能享受到家庭医
生式的诊疗服务。”薛城区邹坞镇
北安阳村村民高庆强告诉记者，
过去家里人看病都得要到村卫生
室，有时候家里老人年龄大出门
不大方便，现在一个电话医生就
可以上门服务确实很受益。

卖菜分量足，了解客户需求

“虽然日子辛苦，但是不能
光 为 了 赚 钱 ，还 得 保 证 菜 的 质
量，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田传志
说。

在田传志的摊位上记者看
到，西红柿、黄瓜、芹菜、冬瓜、土
豆、南瓜等，蔬菜的种类应有尽
有。“他在这里卖了七年的菜，大
家伙都知道他菜好人也好，很多

回头客来到直接买，都不问价。”
与他摊位相邻卖豆芽的师傅说。

一位正在买辣椒的赵先生
说：“我经常来他这里买，在他这
想买哪种都有，菜不错，人还实
在。”称过重量之后，田传志还拿
起俩辣椒放到已经称好的袋子
里。

一位女士前来买冬瓜，田传

志问清楚是炖排骨还是炖汤之
后，再给推荐适合的冬瓜。“里面
是白瓤的适合炖汤，绿瓤的冬瓜
适合炖排骨。”之后还不忘提醒
炖排骨的时候冬瓜要切大块，这
样能保证口感。临走的时候还给
这位市民抓了一把香菜，说不要
钱了。“他总是这样，每次买完菜
都要再多给点。”这位女士说。

断臂男子卖菜养家

据了解，从2007年开始，田传志
就和妻子在市中区新声路市场卖
菜，这一卖就是七年。田传志介绍，
他家住在台儿庄马兰镇李庄村，年
轻的时候在乡镇的煤矿工作。在一
次意外中，他失去了右臂。后来煤
矿不在了，迫于生活的压力，他开

始从马兰农场蔬菜基地进菜卖菜。
田传志有一儿一女，女儿已经

出嫁，儿子在薛城上技校，今年读
大二，每年的学费加上生活费花销
要一万多。除了低保之外，卖菜成
了全家重要的经济来源。田传志的
儿子所在的学校得知其家庭情况

后，为其免去一年学费，这让田传
志很感动。为了多挣点钱，夫妻两
人每天凌晨两点多起床，然后装
货，骑着摩托三轮从台儿庄赶到市
中区。由于新声路菜市场每天赶早
市的市民很多，两人尽可能争取在
五点半赶到。

“我和正常人一样”

独独臂臂男男自自力力更更生生卖卖菜菜养养家家

1230辆运输车集体接受审验

无环检合格标不得年审

本报枣庄6月26日讯(记者
李婷婷) 26日，记者从道路运输
部门获悉，枣庄市2014年度道路
运输审验工作已结束，共涉及客
车832辆、危险品运输车398辆。

据了解，车辆在接受审验过
程中，检测站的工作人员将依次
检查车容车貌、GPS行车记录仪
等方面，并对驾驶员提供的各项
证件进行检查。一切合格后，工作
人员才会注明“合格”并签字。“司
机必须携带驾驶证、行驶证、道路
运输证、从业资格证、即时驾驶证
明5个证件，方才能够领取合格标
志。”工作人员说，此次审验的范
围为今年4月21日前领取《道路运
输证》的所有营运车辆(普通货运
车辆按周期审验)。同时，县际以
上客车、危货运输车辆的审验由
市运输管理处安排审验；县内客
货车辆、出租车、教练车、租赁车
辆的审验则由各区(市)组织审验。

据介绍，此次审验共涉及客
车832辆、危险品运输车398辆。主
要检验车辆的车辆技术状况、定
期维护和检测情况、车辆违章记
录、车辆技术档案、车辆车容车
貌、车辆结构尺寸变动情况、车辆
卫星定位装置的安装使用、承运
人责任险投保情况、监督电话和
驾驶员安全驾驶公开承诺制度落
实情况、罐式货车的罐体检验情
况等。

此外，凡未按规定要求接入
省网监控平台的县际以上客运班
车、旅游包车、危货运输车辆；未
按承诺要求安装使用GPS+3G动
态监控设备的延续经营市际以上
客车；技术等级未达到一级的从
事高速公路客运或者营运线路长
度在800公里以上的客运车辆及
危货运输车辆；未取得环保检验
合格标志及行驶证不在有效期内
的营运车辆，一律不予年审。

25日，枣庄市文明办、妇联、教育局和邮政局联合举办的枣庄市第二
届“爱心报刊”捐赠活动启动仪式在枣庄现代实验学校举行。此次活动不
仅为留守儿童捐献书籍报刊，还赠送了礼物，让留守儿童在即将到来的暑
假生活中不再枯燥。

本报记者 杨霄 摄影报道

““爱爱心心报报刊刊””

本报见习记者 连婧婧 本报记者 杨兵三

“其实我和正常人一样”

自从发生意外，右臂被切除
之后，田传志开始用左手练习刷
牙，吃饭。刚开始用左手的时候
很不习惯，还经常和自己生气，
埋怨自己笨，连筷子都拿不住。
妻子也曾喂他吃饭，但是总感觉
不是那么回事。慢慢地练习后，

左手越用越习惯，越用越熟练。
“右臂虽然没了，我可以用

左 手 干 活 ，这 样 还 能 开 发 右 脑
呢。其实我和正常人一样，啥都
能干。”田传志开玩笑说，原来用
右手能干的活，现在用左手都能
干，干起活来不比正常人差。田

传志的妻子说：“要不是他这么
乐观，都不知道我们家的日子怎
么过。他不能出去打工，很少有
单位愿意用残疾人。我也没啥工
作，加上年龄也大了，今年都 5 2

了。虽然日子苦了点，但是每天
过得很开心。”

在一次意外中，田传志失去了右臂。在这之后的日子，他用一只手臂每天拉着菜往
返于枣庄和台儿庄之间，就这样一卖就是七年。虽然卖菜收入微薄，还要维持一家人的
生计，但是他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滕州获省级资金1 . 9亿

南水北调工程年底通水

本报枣庄6月26日讯(记者
甘倩茹 通讯员 李文号 ) 近
日，省发展改革委下达了南水北
调续建配套工程省级资金，滕州
市南水北调续建配套工程滕州
供水单元争取资金1 . 9589亿元。

据了解，滕州市南水北调续
建配套工程是山东省41个供水
单元之一，建设甘桥、满庄、邢庄
和刁庄4处加压分水泵站，铺设
输配水管线137 . 2公里，在高铁新
区建设总库容900万方的调蓄水
库1座。该工程是保证南水北调
供水水质、确保城市防汛、改善
和保障生态的需要，工程建成
后，可满足鲁南高科技化工园

区、西岗苯制品基地及级索、鲍
沟、张汪、城区等南部、东南部
工业供水需求。工程完工后，将
有效缓解水资源供需矛盾，为
滕州市水资源合理优化配置提
供强劲的替代水源保证，并为高
铁新区的建设提供良好的基础
配套，对于未来滕州城市发展具
有重要的作用。

该工程已于2013年12月开工
建设，目前一期引水工程已基本
完成，二期3座泵站工程计划7月
1日开工建设，三期输水管道工
程计划9月份开工建设，2014年底
全线建成通水，具备接纳江水能
力。

市中5年内打造
10个物流产业链

本报枣庄6月26日讯 (记者
杨兵三 ) 2 6日，记者从相关

部门获悉，市中区积极打造现
代物流产业链，力争用3至5年的
打造10个不同的物流服务链条，
培育千亿级物流产业链扶持骨
干物流企业。

据了解，为打造打造现代
物流产业链，加快大运河物流、
贵诚集团物流、中通山东枣庄
市中区公司物流、鲁南农副产
品物流园的建设，先后投入8200

万元，加大物流基础设施建设，
各乡镇、街道开展“加工贸易”
和“农家物流中心”建设，方便
农产品走进国内外市场。

同时，为打造十大物流产

业链条，重点依托利民物流、枣
庄矿务局集团物流中心，大力
发展钢材、五金建材配送钢材
物流产业链条；依托鲁南农产
品 物 流 园 和 贵 诚 集 团 物 流 中
心，大力发展蔬菜果品的系列
化生产、采购、加工、包装、仓
储、物流配送业务，形成从基地
生产到消费环节的物流产业链
条；依托枣庄纺织工业园配送、
恒通物流公司等重点企业，与
社 会 第 三 方 物 流 企 业 有 机 结
合，打造从原材料到产成品的
工业物流服务链条。力争用3年
至5年的打造10个不同的物流服
务链条，培育千亿级物流产业
链扶持骨干物流企业。

今日枣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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