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9日，是聊城健康
体检行业发展具有里程碑
意义的一天。当天上午，由
医疗和大健康板块中市值
和影响力卓著的上市公司
打造的聊城美年大健康体
检中心正式开业运营，这家
堪称“五星级”的体检中心，
填补了聊城高端体检市场
的空白。在开业仪式上，聊
城美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还
以超常规的眼光，一次性向
聊城企业家捐赠了40万元
的体检卡。

据介绍，聊城美年大健
康体检中心依托美年大健
康产业集团(上市公司)的医
疗资源和丰富的健康管理
经验在聊城打造的高端体
检机构。其母公司美年大健
康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创始于2004年，截至目前，
已拥有400余家体检及医疗
服务中心，覆盖全国29省、

直辖市、自治区，以上海为
全国总部，辐射包括上海、
北京、沈阳、广州、成都、重
庆、西安、深圳、大连、天津、
哈尔滨等1 0 0多个主要城
市。集团以高品质全面健康
体检为基础，在行业内率先
承诺36小时完成体检报告。

美年健康山东区总经
理石琳参加了聊城美年大
健康体检中心的开业仪式，
其在致辞中表示，美年大健
康作为一家推崇高级健康
管理和关注民生体检质量
的体检中心，业务模块包
括：健康体检、中医养生、健
康管理等，将为聊城人提供
更优质的体检服务。

据聊城美年大健康体
检中心负责人介绍，秉承美
年大健康产业集团“美年大
健康，健康每一年”的企业
使命，聊城美年大健康体检
中心分设内科、外科、妇科

专业、眼科、耳鼻喉科、口腔
科等多个检查科室，并分为
男、女宾和VIP三个检区，能
够完成300余项体检项目，
除了常规检查项目外，还拥
有世界先进的仪器设备，实
施低剂量飞利浦螺旋CT、飞
利浦超导核磁共振、飞利浦

彩超、机器人胶囊胃镜、热
代谢检测、基因检测等特色
检查项目，填补了聊城高端
体检市场的空白，以一流的
质量、一流的设备、一流的
服务、一流的环境为水城人
民提供专业的精准的深度
体检服务。 (龚长山)

聊城健康体检行业迎来“五星级”企业落户

开开业业当当天天向向企企业业家家捐捐赠赠4400万万元元体体检检卡卡

聊城美年大健康体检中心正式开业运营。

本报聊城1月21日讯(记
者 杨淑君 通讯员 刘
保中) 2017年12月21日，聊
城市技师学院副院长纪光
泽，院长助理、党政办公室
主任兼双联共建工作组组
长姜国峰，保卫处政保科科
长朱树旺一起来到高新区
韩集乡季寺村进行困难户
走访慰问。朱树旺是学院派
驻该村的驻村第一书记。元
旦将至，他们三人将代表学
院党委和全体学院人再次
把温暖送到百姓家中。

下午四时左右，三人走
访完最后一户村民，准备启
程离开。“哎呀！不好！着火
了！”伴随一声惊呼，只见一
股浓烟正从不远处一户人
家厢房里冒出。“快！赶紧拨
打119报警，我们一起赶去
看看！”纪光泽大声说。大家
火速奔往事发现场。

大火起自这家农户的
厨房，因助燃物多，火势愈
发猛烈。最叫人担心的是房
内有煤气罐，在大火包围中
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且房
顶上的木梁和草苫一旦燃
烧就会垮塌，由于浓烟过
重，房间里究竟情况如何难

以判定。事关重大，必须争
分夺秒！此时的纪光泽、姜
国峰、朱树旺三人意识到事
情严重性，毅然带领大家投
入到火灾扑救中：纪光泽主
动承担起现场“总指挥”，姜
国峰登上附近房顶从高处
察看火情，朱树旺将第一桶
水泼洒到煤气罐周围，又协
同几位村民通过输水软管
从远处引入水源……在统
一调度下，大家纷纷找来各
式容器——— 盆盆罐罐，大桶
小桶，全都排上用场。大家
齐心协力，有效控制了火灾
范围的进一步扩大。

约十几分钟后，消防人
员赶到现场，一场惊心动魄
的大火终于得到彻底控制。
此时，村民们才去关注打量
这人群中的“新面孔”。

“这……是市技师学院
派来的驻咱村儿的工作组
的领导？！”显然，村民对驻
村第一书记朱树旺并不陌
生，他们很快“识破”三个人
身份，目光中透出一丝温馨
包裹的感动。一位步履蹒跚
的老太太带着难以描述的
复杂神情走到纪光泽三人
面前，她嘴角抽搐了几下，

两行热泪顺着脸颊恣意流
淌，许久才哽咽道：“我真老
糊涂了，我去到前院儿送刚
出锅的馒头，却忘记了灶洞
里的木头还没熄火……”

“没事了，老人家，一切
都过去了，”断定她就是失
火农户的主人，纪光泽宽慰
她说，“无论发生了什么情
况，我们大家都是和您站在
一起的，您老就放心吧。“于
是，几双温暖结实的手，紧
紧握在一起。

此次火灾过火面积约
45平方，由于抢救及时没有

造成人员伤亡，火灾的成功
应急扑救，降低和避免了财
产人身的重大损失。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
这样做是理所应当的，因为
我们是党员，而且是来自领
导干部的楷模孔繁森母校
的共产党员。”驻村第一书
记朱树旺说。

事件发生后，三名党员
的英勇事迹在社会上迅速
传开，技师学院的社会声誉
有口皆碑，季寺村的百姓们
更是交口称赞：火灾无情人
有情，党群胜比一家亲。

火火灾灾面面前前显显真真情情 党党群群胜胜比比一一家家亲亲
——— 聊城市技师学院三名党员走访期间奋勇救火感动乡亲

莘县樱桃园镇通过采
取“三个着力”，不断强化扶
贫队伍建设，推动全镇扶贫
工作深入开展。

加强考核监督，着力制
度保障。樱桃园镇建立扶贫
干部目标考核制度，注重
定期考核与跟踪考核相结

合。以常态化考察考核，加
强立体管理。将目标考核
结果与干部选拔任用、奖
惩挂钩，提升扶贫干部工
作积极性。

优化扶贫队伍，着力人
力保障。樱桃园镇不断完善
干部挂帮包制度，完善干部

轮岗制度，鼓励干部承重
担、挑大梁，勇做脱贫攻坚
排头兵，丰富干部工作经
历，提升干部综合能力，增
强干部忠于祖国，服务社会
理想信念。

落实扶贫清单，着力执
行保障。根据本镇社会经济

现状，细化精准扶贫任务，
制定任务责任清单，安排扶
贫干部定向包村包户，分解
任务，对接责任。建立扶贫
工作台账，建立扶贫项目推
进汇报制度，切实增强扶贫
干部责任感、使命感。

(李海国)

莘县樱桃园镇强化队伍建设推动扶贫攻坚

为解决因病致贫群众
的帮扶问题，莘县张寨镇积
极创新举措，试点开展了

“邻里互助”工作。
镇扶贫办从双庙、郭炉

等村庄贫困户中选出了3名
肢体健康、精神正常的贫困

群众为护理员，剩余22名年
老体弱、卧病在床的贫困户
为被护理人，每天开展洗衣
做饭、打扫卫生、精神安慰
等全方位服务。另外，该镇
通过签订护理协议书、上门
回访等方式，确保所有因

病、因残致贫户和生活不能
自理的老人能够得到更多
的温暖。

建立了专门的家庭医
生团队。团队为每位被护理
人建立专门的健康档案和
护理方案，每月开展1次上

门体检和健康指导，并且通
过电话、微信等做到“随叫
随到”，确保提供细致周到
的医疗服务。邻里互助的开
展，解放了有劳动能力的贫
困群众，加快了脱贫步伐。

(卜祥元)

莘县张寨镇“邻里互助”解难题

为实现对贫困户的动态管理，
许营镇响应上级号召，完成了扶贫
档案室建设。首先对扶贫档案资料
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补充、完善；其
次将档案资料分成了贫困户类、精
准识别类、精准脱贫类、精准施策
类、综合类等五大类，根据五大类装
订、储存档案；最后建章立制，借鉴
冠县经验，制作了“扶贫档案管理网
络图”、“档案保密制度”、“档案设备
维护使用制度”、“档案统计制度”等
在内的八项制度规定，实现了档案
室制度上墙，加强对贫困户档案的
管理。 (王新娟 王倩)

高新区许营镇

全面完善扶贫档案管理

2017年以来，许营镇通过开展
国家扶贫系统数据清洗、贫困户扶
贫手册更新、贫困户大数据信息比
对等工作，深入、精准采集全镇建档
立卡贫困户的家庭成员数量、健康
状况、年度收入等各类动态信息，加
强了对贫困户的动态管理与调整，
用绣花功夫提高扶贫工作的精确
度，增强贫困户帮扶效率，为年底贫
困户的纳入、退出工作提供了依据。
目前，在严格履行程序的基础上，该
镇贫困户动态调整工作以及全国扶
贫开发信息系统录入工作已经全部
完成。 (王新娟 王倩)

高新区许营镇加强贫困户

精准识别与动态调整

据了解，许营镇在征求“第一书
记”以及各村、各管区意见的基础
上，已经初步建立起2018年产业项
目库，以此争取资金加强许营镇扶
贫基础设施及扶贫产业项目建设。
2018年许营镇扶贫站将在加强对以
往年度扶贫产业项目管理的基础
上，从方案编制、协议签订、招标程
序、项目建设、分红征收、分红发放、
项目验收、后期制度建设等过程上
加强对2018年产业项目的监督与管
理，通过扶贫产业项目进一步巩固
该镇脱贫攻坚成果。

2018年许营镇将进一步领会十
九大报告精神，继续按照上级要求，
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建立扶贫开
发工作长效机制，巩固脱贫成绩，防
止返贫现象发生。 (王新娟 王倩)

高新区许营镇加强2018年

扶贫产业项目建设

许营镇在进一步巩固推进金融
扶贫、教育扶贫、社会扶贫等工作的
基础上，探索在插花村建立扶贫产
业项目、引进扶贫企业的可能性，以
此加大对插花村贫困户的帮扶力
度，实现贫困户户户有帮扶措施、户
户巩固脱贫成果。

许营镇扶贫站将进一步加强与
民政部门、人社部门等的沟通，实现
多部门数据共通共享，加强对贫困
户动态调整的把控，提高贫困户台
账的准确度，做到贫困户及时“应退
尽退、应纳尽纳、应帮尽帮”，同时加
强对帮包责任人的培训，进一步提
高帮扶责任人的责任意识。

(王新娟 王倩)

高新区许营镇建立

健全插花村长效帮扶机制

燃烧器、低氮
取暖、洗浴、锅炉、调试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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