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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雅居居园园业业主主委委员员座座谈谈会会召召开开

本报2月1日讯(记者 刘
慧 通讯员 杨玲) 近日，
为了搭建社区、业主各方面沟
通交流的平台，给业主提供规
范、有序的物业服务，雅居园业
主委员会、雅居园社区、康瑞社
区、雅居园物业公司召开了2017
年雅居园业主委员座谈会。

据了解，参加本次会议的
有业主委员会成员、社区相关
负责人以及物业管理人员等。
该会议首先由物业公司经理

对2017年工作进行了总结，随
后有业主委员会成员就小区
安保、环境卫生、车辆停放管
理、帮老助老、公共设施设备
维修养护等多方面问题开展
讨论，并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
与建议。

他们在肯定物业公司服
务工作的同时，还承诺在新的
一年里会继续尽自己的微薄
之力为小区业主多做好事、实
事、做小区居民的贴心人。

县县国国税税局局开开展展11月月份份主主题题党党日日活活动动

本报2月1日讯(通讯员
赵倩倩 李志伟 记者 刘
慧) 近日，济阳县国税局组
织开展了“学习‘两会 '精神，
关注济阳发展，讲好济阳故
事”主题党日活动，全体党员
干部参加活动。

活动中，济阳县国税局
全体党员干部认真学习了
济阳县《2017年政府工作报
告》，通过学习，进一步了解
当前济阳的发展形势和各
项政策，并结合国税工作实
际，围绕“如何宣传济阳，讲

好 济 阳 故 事 ”展 开 学 习 讨
论。

党员干部们一致表示，要
积极做好济阳发展的宣传员，
利用春节期间向周围的群众、
身边的亲朋好友宣传济阳、描
绘济阳。

在新的一年里也要进一
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和全县“两会”精神，依法全面
落实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助力
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建设，在
服务全县跨越发展中提升国
税工作站位。

本报2月1日讯 (记者 刘
慧 通讯员 李刚) 近日，济
阳县食药监局在四楼会议室召
开肉制品专项整治暨品牌生鲜
肉经销商食品安全调度会议，
济阳县金锣、双汇、雨润、晨越
等品牌生鲜肉经营企业负责人
参加会议。

会上，双汇、雨润、金锣、晨
越等品牌生鲜肉经营企业负
责人先是就生鲜肉的入市、
台账建立、索证索票及市场
经营情况进行了汇报。随后
食品流通科从进货查验、票
据留存、台账记录、从业人员
健康证、食物储存等方面作
了具体要求。

据相关负责人介绍，各肉
制品经销单位要结合食药部
门工作人员检查情况，不断
规范食品进货查验和台账登
记制度，及时排除食品安全
风险隐患，严禁经营销售无

“两证两章”(《肉品品质检验
合格证明》、《动物产品检疫
合格证明》、《肉品品质检验
合格验印章》及《动物产品检
疫合格印章》)生鲜肉及肉制品
的行为。

春节来临之际，广大消费
者购买生鲜肉制品要从证照齐
全的正规经营店购买，并注意
查看是否具有动物检验检疫合
格证明和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
(鉴别生鲜肉是否为私屠滥
宰)，如发现问题肉及肉制品，
请立即拨打食品药品投诉举报
电话12331。

品牌生鲜肉经销食品安全调度会议召开

严严禁禁经经销销无无““两两证证两两章章””行行为为

本报2月1日讯(记者 刘慧
通讯员 石统慧、刘世雄) 近

日，济阳县委副书记、第四检查
考核组组长等一行4人来县食药
监局开展2017年度党建工作考
核，局全体党员参加会议。

会议首先由参会人员进行
投票测评，检查考核组对测评
结果进行汇总并对相关证明材
料进行查阅。随后济阳县食药
监局相关负责人汇报了2017年
度全面从严治党的情况，并进
行了个人述廉述责。

县委相关负责人认为，县
食药监局党组领导班子成功牵
头创建了省级食品安全先进县
和省级食品生产加工示范基地，
推动了山东省第一届休闲食品
大会在济阳县成功召开，得到省
市县领导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同时要求县食药监局党组

要充分保障党员的参与权、知
情权和监督权；要不断完善党
建工作预警机制，并进一步巩
固食品安全先进县创建成果，

擦亮济阳县“食品工业城”名
片，把好饮食用药每一道关口，
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

县县食食药药监监局局开开展展22001177年年度度党党建建工工作作考考核核
县委、考核组负责人参加会议

食药安全之窗

业主委员座谈会

太太平平派派出出所所建建立立三三处处消消防防站站
经过培训，警务助理成消防员

本报2月1日讯（记者 梁
越 通讯员 程玉萍 范一
村） 近日，太平派出所在庙廊
街、羊栏口社区和华乐新苑社
区建立了消防站。消防站配备
了各类消防器材及装具，派出
所培训警务助理为消防员，依
托“微型消防站”对周围商户进
行消防安全教育。

据太平派出所所长董树军

介绍，太平街道距离县城较远，
一旦发生火灾，消防车赶到需半
小时。为预防和减少火灾的发
生，紧急救援，太平派出所在
2017年11月下旬开始筹备建立
消防站，通过选点、调研、协调，
最终确定在庙廊街、羊栏口社区
和华乐新苑社区建立消防站。

消防站选址标准是什么
呢？太平派出所指导员吴海泉

介绍称，庙廊街是整个太平街
道商铺最集中的地方，商铺紧
挨着，一家商铺发生火灾就会
引起连锁反应。而羊栏口社区
是全街道唯一一个新农村社
区，人口较为密集，灭火难度较
平房大。华乐新苑社区不仅有
部分村民，商铺也比较集中。

“消防站内配备灭火器、消
防铲、消防斧、救生绳、消防服、

灭火毯等灭火器材及装具。为了
便于群众学习和宣传，消防站还
有宣传手册、宣传展板。”太平派
出所民警范一村介绍说。

通过两个月的筹备，三处
消防站于1月中旬正式投入使
用，太平派出所民警还专门培
训警务助理、商户、群众为消防
员，轮流值班，并依托“微型消
防站”对周围商户进行消防安

全教育，为辖区消防安全提供
了有效保障。

“消防站建得太好了，一旦
有商铺发生火灾，我们的‘消防
员’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紧急
实施救援，最大限度减少了人
民群众生命和财产损失。同时，
群众们通过学习，消防安全意
识和灭火能力均得到增强。”市
民李女士介绍说。

中中医医院院开开展展甲甲状状腺腺细细针针穿穿刺刺新新技技术术
创伤小、费用低、诊断率高

本报2月1日讯 (记者 刘
慧 通讯员 孙少华) 近日，
济阳县中医院超声科在超声引
导下对患者进行了甲状腺细针
穿刺活检技术，取得了圆满成
功。据了解，该项检查的有效开
展为本地区甲状腺患者提供了
一项创伤小、费用低、诊断率高
的技术，也填补了济阳县甲状
腺疾病术前诊断的空白。

家住县城的张女士，今年
43岁，于半个月前发现右侧颈
部包块，在家人的建议下前往
中医院彩超室进行检查，检查
后发现该包块为甲状腺结节，
大小约2 . 0×1 . 5CM。

当时张女士非常着急，担
心该结节为恶性，彩超室孙主

任建议患者进行甲状腺细针穿
刺细胞学检查来分辨结节性
质，若检查结果为良性，患者可
采取保守治疗或择期手术，而
恶性者应尽早采取包括手术在
内的综合治疗，该技术的开展
对防治甲状腺癌有重要意义。

据中医院彩超室孙主任介
绍，该技术是在彩色超声定位
下，采用进口甲状腺专用病理
活检针，准确穿刺抽吸，具有安
全、快速、无痛、准确的特点。

张女士与家人商议后接受
孙主任的建议进行了甲状腺穿
刺活检术，经过检查后，张女士
的病理报告显示为甲状腺乳头
状癌，应尽快采取包括手术在
内的综合治疗。

党建考核会议召开

本报2月1日讯（记者 刘
慧） 近日，国家临床重点专
科——— 山东省立医院疼痛专
科医联体，第二批医联体单位
授牌仪式在山东省立医院举
行，济阳县红十字医院被授予
第二批医联体合作单位，也是
目前济阳县唯一一家与山东省
立医院签约的医疗合作单位。

中国疼痛创始人宋文阁
教授出席授牌仪式，并做了
学术指导讲座。省立医院领
导表示今后将全力支持济
阳县红十字医院工作，并不
定期委派专家前来济阳县
红十字医院坐诊，广大市民足
不出县即可享受到省立医院
专家的诊疗。

红十字医院成省立医院签约合作单位

将将不不定定期期委委派派专专家家前前来来坐坐诊诊

济南市济阳县济北开发
区汇鑫路禧福凤凰城因2015
年12月18日发生火灾，造成业
主王芳的购房发票烧毁，特此
登报声明以下发票作废。

日期为2014年6月28日，
发票代码237011191101，发票

号码00214599，姓名王芳，金
额413887元，收款方为济南禧
福置业有限公司，济阳县城济
北开发区汇鑫路57号禧福凤
凰城2号楼2单元802室，储藏
室2-1-05，销售不动产统一发
票第一联、第二联作废！

挂挂失失声声明明

患者正在进行甲状腺细针穿

刺细胞学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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