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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5月7日讯(记者
杨淑君 通讯员 邹宁) 5日
上午，聊城市畜牧重点企业座
谈会召开，全市各县(市区)畜牧
兽医局局长、市属开发区农委
(办)主任、市局副科级以上干
部、全市50家畜牧重点企业负
责人参会。市畜牧兽医局党组
书记、局长王绍军出席会议并
讲话，副局长董霞主持会议。

会上，山东凤祥股份有限
公司、临清润林牧业有限公司
等8家畜牧重点企业代表围绕
企业发展及在发展过程中存
在的困难，今后的工作打算及
意见建议进行交流发言。资
金、技术及政策扶持、行业规
范制定、土地征用是畜牧企业
当前关注的重点问题。

董霞在主持会议时讲到，
此次会议主要围绕市局“三个
重点”(重点产业、重点项目、
重点企业)，畜禽养殖污染防
治、畜产品质量安全及重大动
物疫病防控等重点工作，交流

今年以来开展的工作，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以及下步打算、
意见建议而召开。她说，当天
到场的50家重点畜牧企业，都
是从全市畜牧企业中经过层
层推荐、认真筛选出来的，是
目前全市畜牧企业中的佼佼
者，尤其是做典型发言的8家
企业，是重点畜种、重点产业
的带头企业，他们的规模、发
展以及内部管理堪称行业内
的标杆。

王绍军提出，此次会议是
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有关会
议精神，立足于未来三年内全
市畜牧兽医产业如何发展，可
以说是释放“发展政策信号”的
一个重要会议。他说，今后将把

“抓大扶重，支持兼并”作为畜
牧企业发展的政策方向。“今天
到场的50家企业目前是进入了
聊城市畜牧兽医局重点企业
库，列为重点扶持对象，但入库
企业名单是动态的，以后要建
立动态淘汰机制。”

王绍军总结了2016年全
市畜牧兽医工作情况及2017
年工作思路，他详细讲到了畜
牧发展为什么要立足于“三个
重点”，怎样落实抓好重点企
业，并对重点企业提出要求和
希望。他要求，各县(市区)畜牧
兽医部门要在以后的工作中
结合当前形势，做好防检监，
打牢基础。围绕重点畜种加快
发展，他说，家禽、羊、猪、兔、
驴这五大重点畜种是基于聊
城多年发展形成的优势而确
立，重点企业是畜牧产业的骨
干，是市场主体，重点项目是
行业发展的重要载体，是近阶
段打赢畜牧产业发展翻身仗
的关键。全市畜牧兽医工作要
坚守环保和畜产品质量安全

“两条红线”。把握队伍建设、
信息化、科技、产业融合、宣传

“五大支撑”。
当天下午，召开全市畜牧

兽医局长会议。各县(市区)畜
牧兽医部门负责人围绕畜禽

污染防治、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等主要
工作，并根据县域发展特点结
合会议主题在重点项目进展、
粮改饲、病死畜禽无害化处
理、技术推广、养驴等方面展
开交流。王绍军即时对各县市
区畜牧兽医工作进行点评，并

询问市级重点项目进展情况。
董霞安排当前重点工作，要求
各县(市区)畜牧兽医部门要在
畜禽养殖污染防治、重大动物
疫病防控、人畜共患病防控、
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生猪定
点屠宰等五方面切实做好当
前工作。

释放未来三年发展政策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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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5月7日讯 (记
者 李军) 为进一步改善
市城区环境空气质量和居
民生活条件，聊城市对市主
城四区禁燃区内居民生活
取暖实施“煤改电、煤改气”
改造。主城四区禁燃区内市
民参与改造可享补贴。

聊城市按照“统一领
导、属地负责”和“以电为
主、能电则电、宜气则气”的
原则，采取市、区两级政府
补贴的方式，充分调动和发
挥电力、燃气专营企业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有计划、有
步骤地对聊城市主城四区

禁燃区内居民生活采暖实
施“煤改电、煤改气”改造。
市城区东外环路以西、西外
环路以东、南外环路以北，
北外环路以南区域，凤凰工
业园和嘉明经济开发区的
建成区为此次实施改造的
禁燃区范围。禁燃区内居民
生活取暖的“煤改电、煤改
气”改造和禁燃区内未来三
年(即2019年12月底前)未列
入拆迁计划的村庄(社区)符
合此次改造条件。

市、区财政对“煤改电”
用户购买电取暖设备的费
用一次性补贴50%，补贴上

限为每户4000元，市、区财
政各承担补贴部分的50%。
市、区财政对“煤改气”用户
购买燃气采暖炉的费用实
行一次性补贴，每户补贴
4000元。

完成“煤改电”改造用
户将自愿选择执行居民峰
谷分时电价政策。燃气基础
设 施 配 套 费 在 原 有 收 取
4494元/户(其中居民炊事
配套费2350元/户，采暖炉
配套费2144元/户)的基础
上，每户优惠294元，按照
4200元/户收费。完成“煤改
气”改造用户用气价格执行

居民第一阶梯气价(2 . 1元/
方)。此次改造将于今年9月
底前完成改造任务。

今年，市大气污染防治
工作将重点抓好燃煤总量
削减、散煤治理和燃煤废气
治理，从根源上治霾治污。
2017年年底前，要坚决完成
煤炭消费总量比2012年减
少127万吨的目标，对完不
成每天减量任务的企业和
县(市、区)一律实施限产和
限批；除工业动力用煤外，
禁止一切散煤销售、加工和
使用，农村地区冬季取暖一
律改用清洁型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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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聊城5月7日讯 (记
者 李军 通讯员 张绪
江) 5月6日，聊城市复退军
人医院与聊城市维民家庭
急救教育培训中心在聊城
市复退军人医院学术报告
厅联合举办“家庭急救员
培训计划走进聊城暨应急
急救五进工程启动仪式”，
旨在告诉人们1 2 0急救车
到 达 之 前 家 庭 急 救 的 方
法，家庭急救与医院120到
达急救如何衔接，最大限
度的科学利用抢救时间挽
救生命，打通家庭急救与
120急救最后零公里绿色通
道。

参加启动仪式的有聊
城市老龄委，聊城市市委办
公室老干部科，聊城市市政
府办公室老干部科，聊城市
东昌府区健康教育所，聊城
大学生物制药研究中心，聊
城市健康协会以及各县市
区健康教育等单位，聊城市
驻地街道办事处、社区负责
人，健康教育志愿者，急救
志愿者约计200余人。

聊城市复退军人医院

医务科科长郝爱华代表医
院对启动仪式表示祝贺，聊
城市复退军人医院暨牧琳
爱中美友好医院(原聊城国
际和平医院)是聊城市唯一
一所民政优抚医疗全额事
业性质的一家公立医院。肩
负着全市复退军人、革命伤
残军人的健康查体与住院
疗养、治疗任务，同时面向
社会服务于全市人民。立足
民政，服务社会是医院的办
院宗旨，医院多年来坚持公
立医院服务社会、服务人民
的理念，常年举办各类公益
活动，为聊城市卫生健康事
业不断作出新贡献。

启动仪式上，邀请北京
急救中心资深教育专家，北
京红十字会应急救护教育
工作指导中心专家，远盟救
援联盟紧急救援首席医疗
官贾大成教授讲课。

贾教授在谈到家庭急
救时说，在心脑血管疾病成
为威胁中老年人健康第一
杀手的今天，家庭急救知识
显得越来越重要，而我国家
庭急救民众化比发达国家

晚整整30年。在30年时间
里，有多少人是在叹息中完
结了自己的一生，又有多少
人因为不懂急救而看着亲
人去世，因此掌握民众家庭
急救知识和急救技能才是
健康生活的开始。有健康，
生命才能走的更远。“行善
立德、救助生命”，不仅要学
习，还要成为家庭急救员，
把所知所学传递给家人和
身边的人，做到人人会救
人，人人敢救人。急救，是对

生命热度的追求，培训家庭
急救员，让更多的人学习
急救知识，不仅可以救人，
还可以自救、互救，它救助
的不仅仅是一条生命，更
是一个即将支离破碎的家
庭。2017年，中国应急急救
科普联盟不仅要培训数以
百万计的家庭急救员，更
要走进家庭、社区、学校、
公园、机关去宣扬急救理
念，传播急救技能，让更多
的人受益。

家家庭庭急急救救员员培培训训计计划划暨暨应应急急急急救救五五进进工工程程在在聊聊启启动动

家庭急救员培训计划走进聊城暨应急急救五进工程启动。

在武松打虎的故乡——— 阳谷，
有一座美丽的小学——— 明德小学，
那就是我们的学校！

我们的校门是面东而开的半月
门，从半月门沿着水泥路走进校园，
映入眼帘的首先是操场，操场北侧
是主席台，主席台前有我们祖国的
国旗——— 五星红旗，每天校长和老
师们带领同学们庄严地站在五星红
旗下向祖国敬礼，向祖国歌唱！这个
时候，我作为一名中国人而骄傲！作
为一名中国人而自豪！我也暗下决
心：一定要好好学习，也让祖国因我
而骄傲而自豪！

足球场、篮球场、羽毛球场、乒
乓球场、单双杠、塑胶跑道等都在操
场南侧，每天上课之余尽情展现我
们英姿飒爽的身材，精神抖擞的面
貌，用强健的身体迎接每一天的学
习挑战，在操场上我的同学个个像
朵花，我的心里也是乐开了花！

操场西侧是政府专程为了我们
的安全而建设的模拟现代化城市交
通的交通安全教育教室，让我们明
德小学的学生不出校门就能了解交
通规则进而记住交通规则，做到规
则记心间，安全千万年！

位于交通安全模拟教室南邻的
能同时供几千人同时如厕的橘黄色
厕所也是一道风景线，宽敞明亮，空
气流通好，在这儿老师们也经常带我
们进行安全演练，教会我们从小就一
定时时刻刻注意安全，学会自救，生
死就在一瞬间，先成人后成才！

到了夏天，校园里树木茂盛、绿
树荫荫、鸟儿飞来，花儿开放，风景
秀丽，真是个美丽地方！操场上的四
棵参天大柿子树果实累累更是美不
胜收，多像我们的老师教育出的好
孩子啊！我们的教学楼就在这风景
如画的校园东南角和北侧！

教学楼是我们学习的地方，那
也是再漂亮不过！宽敞明亮的教室，
一尘不染！现代化的教学设备，加上
老师们抑扬顿挫的教学音质娓娓动
听，更是让我们快乐无比！我们经常
出入的图书室和微机室也是大气高
端！

在这如诗如画的环境里健康成
长，快乐学习，心里真是美极了！

我大声呼喊——— 我爱你，美丽
的明德小学！

阳谷县侨润明德小学二年级11
班 玄贞宏

指导教师 刘叔霞

美丽的明德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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