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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7月28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张侃 ) 7月
28日是第五个世界肝炎日。近几
年，聊城市肝炎呈高发态势。记
者了解到，聊城市乙肝发病率在
32 . 42/10万-82 . 83/10万之间，
15岁以下人群发病数较少，主要
集中在20——— 55岁人群。专家表
示，在高危人群中接种乙肝疫
苗，对于预防和控制乙肝感染意
义更大

据疫情资料显示，聊城市
2 0 0 9 - 2 0 1 4年肝炎发病率在
31 . 50/10万-93 . 93/10万之间。
2009-2014年，甲肝呈散发状态，
每年发病人数在19-72人之间，
发病率在1 . 5/10万以下，基本处

于 稳 定 状 态 ；乙 肝 发 病 率 在
32 . 42/10万-82 . 83/10万之间，
15岁以下人群发病数较少，主要
集中在20-55岁人群；丙肝发病
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由96人上
升至459人，发病率由1 . 66/10万
上升至7 . 73/10万；戊肝主要呈
散发状态，发病人数在21-51人
之间，发病率在1/10万以下。

疾控专家表示，2015年，聊
城市肝炎继续呈高发状态，截至
7月23日肝炎发病率为62 . 20/10
万；甲肝、乙肝、丙肝、戊肝发病
率分别为0 . 42/10万、54 . 21/10
万、5 . 74/10万、0 . 83/10万。由于
聊城市自1992年开始在新生儿
中普及接种乙肝疫苗，2015年截

至目前，乙肝病例15岁以下发病
数为11人。

专家表示，除做好新生儿乙
肝疫苗的预防接种外，在高危人
群中接种乙肝疫苗，对于预防和
控制乙肝感染意义更大。全市虽
对儿童采取了以接种乙肝疫苗
为主的综合性防控措施，但从整
体来看，成人乙肝疫苗的接种率
仍然较低，难以形成广泛的免疫
屏障。“阻断乙肝行动”开展后，
全市乙肝报告发病数2010年比
2008年下降了51 . 69%，比2009
年下降了44 . 49%，按每年每例
病例平均经济损失30477元估
算，每年可减少经济损失4519万
元。

近几年，聊城市肝炎呈高发态势

乙乙肝肝发发病病集集中中在在2200至至5555岁岁人人群群

本报聊城7月28日讯(记者
杨淑君) 记者从聊城市市属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获悉，7月29日至31日，
2015年聊城市市属事业单位公
开招聘工作人员进行面试。

具体时间为，7月29日、30日
及31日上午8：00—12：00；下午
14：00—18：00，地点在聊城大学
东湖宾馆。本次面试分为三大类
进行：1、综合类：报考A类岗位
的人员；报考聊城市妇女儿童活
动中心、聊城市技师学院、聊城

高级财经职业学校、聊城职业技
术学院、聊城幼儿师范学校各招
聘岗位和聊城第一中学电教教
师岗位的人员采用结构化面试
方式，面试内容为公共通用性试
题，面试时间为15分钟；卫生类：
报考B、C、D、E、F类岗位的人员
采用结构化面试方式，面试内容
为公共通用性试题和卫生基础
知识专业试题相结合，面试时间
为15分钟；教育类：报考聊城第
一中学、聊城第三中学、聊城市
水城中学语文、数学、英语、物

理、化学、生物、政治、历史、地
理、信息技术、体育、音乐、书法
学科教师岗位的人员面试采用
试讲方式，备课时间为20分钟，
试讲时间为10分钟。

根据《2015年聊城市市属事
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简章》
规定，对面试人数达不到规定的
1：3比例的岗位，为保证新进人
员基本素质，面试时设定面试合
格分数线，面试合格分数线为70
分，达不到面试合格分数线的取
消聘用资格。

77月月2299日日至至3311日日，，
市市属属事事业业单单位位招招聘聘人人员员面面试试

27日，茌平县博平镇南关村，聊城大学美术学院学生和留守儿童一起
举办绘画戏曲脸谱感受传统文化的活动。暑假期间，聊城大学大学生暑期
社会实践志愿者在茌平县博平镇南关村开设“快乐过暑期”留守儿童暑期
美术、戏曲、书法、音乐等艺术兴趣培训班，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增长
才艺知识，与他们度过开心快乐的暑假时光。

本报记者 李军 通讯员 赵玉国 董学科 摄

绘绘脸脸谱谱
增增才才艺艺

本报聊城7月28日讯(记者
邹俊美 通讯员 王少霏 )

国家质检总局发布2015年第
84号公告，公布了第四批155家
检验检疫信用管理AA级企业
名单，聊城市两家企业——— 山
东凤祥食品发展有限公司和山
东鸿发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名
列其中。这是国家质检总局实
施信用管理以来聊城市首批获
此殊荣的企业。

自2014年起，国家质检总
局开始实施《出入境检验检疫
企业信用管理办法》，根据该办
法，企业信用等级分为AA、A、
B、C、D五级，其中AA级为最高

信用等级。获得AA级的企业，
必须信用风险极小，严格遵守
法律法规，高度重视企业信用，
严格履行承诺，具有健全的质
量管理体系，产品或服务质量
长期稳定，具有较强的社会责
任感和信用示范引领作用。

企业荣获AA级资质，可享
受绿色通道、直通放行等通关
便捷服务，可优先办理进出口
货物报检、查验和放行手续，优
先办理备案、注册，优先组织培
训、考核等便利服务措施。实施
企业信用管理有利于增强企业
诚信意识，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健康发展。

聊城两家企业首获
信用管理AA级殊荣

本报聊城7月28日讯(记者
谢晓丽 通讯员 张正军 )

近日，在国家工商总局最新
认定的一批中国驰名商标中，
山东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的

“桃花姬”商标榜上有名。截至
目前，聊城市拥有注册商标1 . 7

万件，居全省第八位。其中，中
国驰名商标20件，山东省著名
商标94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19件。

近年来，为更好地服务全
市经济发展，聊城市工商局注
重对企业的指导帮扶，强化对
商标的管理，积极推进商标战
略的实施。2015年，为提高实施
商标品牌建设的针对性和有效
性，通过实地走访、座谈讨论、
抽样统计等方式，认真了解和
掌握全市商标品牌建设的基本
情况，听取企业在商标品牌建
设等相关工作的意见建议。其

次有针对性地进行帮扶。在调
研论证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
实施商标战略的中远期发展规
划和近期目标。通过帮助企业
建立商标管理制度、制定品牌
发展计划、加强商标培训等方
式，分类指导，积极推进。坚持
与重点帮扶的企业进行有效对
接，建立商标战略服务档案，明
确1—3年的帮扶目标、帮扶措
施和帮扶责任人，帮助企业搞
好商标品牌建设。强化对商标
的管理和保护。为深入推进商
标品牌战略的实施，不断强化
对企业实施商标战略工作的行
政指导力度，积极做好商标的
管理、使用和维权等后续工作，
全力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今
年以来，先后开展了农村和城
乡结合部市场假冒伪劣专项整
治、商标代理组织专项整治等
专项行动，取得了良好效果。

聊城新增一件中国驰名商标

在第26个世界人口日来临
之际，东阿经济开发区人口与
计生部门积极开展以 “弘扬
婚育新风，共创健康幸福生活”
为主题的“7 . 11”世界人口日
系列宣传活动，开发区计生人
员参加。

为了提高广大群众的知晓
率，开发区计生办全体人员及
各村计生专职在7月10日一早
就把宣传标语挂出。还在辖区
内的主要交通要道上，张贴计
生宣传海报，全面营造舆论宣
传大氛围。同时出动一辆贴标
语口号的宣传车8点半从开发
区计生办出发，喇叭里播放着
人口计生政策法规、计划生育
家庭特别扶助制度、关爱女孩
等，沿街串巷向群众宣传，做到

声音入耳，政策入心。活动现场
设置了优生优育、生殖健康、计
生政策、人口政策、药具咨询等
咨询服务台，计生工作人员热情
为过往群众解答符合单独二孩
政策的条件及办理程序，向育龄
群众发放《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
查》、《孕前危险因素自查》、《性
病与艾滋病的预防》、《青春期保
健》、《孕产期保健》、《避孕期保
健》等方面的资料，为新婚和计
划生育家庭进行相关指导，着力
增强宣传教育的针对性；同时为
育龄群众发放了避孕药具等。

“7 . 11”世界人口日宣传活动的
开展，提升了广大群众对计生新
政策的了解，为推动开发区计
生工作营造良好推动环境。

田玉新 王立栋

东阿经济开发区：

弘扬婚育新风 共创健康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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