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菏菏泽泽将将建建
牡牡丹丹特特色色文文化化专专题题资资源源库库

本报菏泽2月1日讯(记者
李德领) 1日，菏泽市牡丹

特色文化专题资源库专家小
组会议举行，会议邀请牡丹
文化专家、教授等齐聚一堂，
共商牡丹特色文化专题资源
库建设。据悉，该资料库建设
已获得国家文化部立项。

齐鲁晚报记者从会议上
了解到，资源库以“合作共
建”和“合理共享”为原则，通
过建立菏泽市牡丹特色文化
专题库，将本地区分散、异构
的资源有效集中与整合，重
点共建一批主题明确、特色
鲜明、类型丰富、组织有序的
优秀牡丹文化数字资源库，
资源计划建设约4万条元数
据，视频1500分钟，音频600
分钟，图片20000张，文字25
万字，3TB数字资源数据。

资源库的成果主要以牡
丹文化门户网站形式呈现，
通过平台集成视频、图书、文
档、音频、动画等富媒体内
容。以知识单元化的形式呈
现，让用户能够方便快捷、全
面详细地了解菏泽牡丹悠久
的历史文化和蓬勃繁荣的牡

丹文化产业。数据库内容主
要包括牡丹历史、牡丹种植、
牡丹书画、牡丹节日、牡丹花
名的来历、牡丹人物、牡丹旅
游、牡丹工艺、牡丹科技、牡
丹销售、牡丹医药、牡丹食品
等多篇章、多角度展示中国
牡丹之都一菏泽的资源。

数据库资源主要来源于
菏泽市图书馆馆藏牡丹文化
资源，通过整合菏泽市牡丹
产业化办公室、菏泽市地方
志办公室、菏泽市牡丹花会
办公室、曹州牡丹园等系统
和单位的优秀资源，形成独
立体系的地方特色文化专题
数据库。

“把牡丹的记忆和牡丹
文化产业资源，依托信息化
基础设施，以科学合理的牡
丹文化记忆和牡丹文化产业
为框架，通过视频、音频和文
字记录下来，继承人们钟爱
牡丹、敬仰牡丹、崇尚牡丹的
美好情结和情操，体现菏泽
牡丹文化保护的成果，强化
牡丹文化的宣传。”牡丹特色
文化专题资源库专家小组办
公室相关负责人说。

本报菏泽2月1日讯 (记者
邢孟) 1日上午，全国妇联

“贫困母亲两癌救助”中央专项
彩票公益金暨菏泽市贫困妇女

“两癌”专项救助金发放仪式举
行，现场为受助妇女代表每人
发放一万元救助金。

据了解，2017年，菏泽共有
1644名“两癌”患病妇女信息采
集进入全国妇联“两癌”救助申
请系统。经审核，决定对其中
298人进行救助，救助金共268
万元，分别是：全国妇联“贫困
母亲两癌救助”中央专项彩票
公益金238万元和菏泽市贫困
妇女“两癌”专项救助金30万。
全国妇联救助金共救助238人、
每人1万元；市政府专项救助金
共救助60人、每人5000元。

发放仪式上，菏泽市副市
长、妇儿工委常务副主任侯婕
表示，市委市政府历来高度重
视妇女健康问题，始终将关爱
妇女健康作为一项重要民生实
事抓紧抓牢，将农村适龄妇女

“两癌”免费检查这项工作纳入

政府重点民生实事，2014年设
立了贫困“两癌”妇女专项救助
金，并逐年增加，有效促进这项
工作的开展。近年来，菏泽市各
级财政累计投入829 . 5万元，共
为31 . 4万农村妇女进行了“两
癌”免费检查；发放“两癌”救助
金1221万元，救助贫困“两癌”
妇女1650余名。在社会各界的
关心帮扶下，菏泽市“两癌”患
病妇女乐观面对贫困和疾病的
挑战，虽身处逆境却不放弃希
望，治愈率有了显著提升。

侯婕强调，近年来，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方式的转
变，菏泽女性患“两癌”人数呈
现逐年递增的趋势，乳腺癌发
病率居女性恶性肿瘤发病率之
首，宫颈癌紧随其后，成为严重
影响妇女身心健康及危及生命
的两大杀手，许多家庭也因此
致贫、返贫。要拓宽渠道，积极
推动农村妇女“两癌”救助工作
深入持续开展，努力把菏泽妇
女健康事业提高到一个新的水
平。

菏泽市贫困妇女“两癌”专项救助金发放仪式举行，去年

229988名名两两癌癌贫贫困困母母亲亲共共获获救救助助金金226688万万

本报菏泽2月1日讯 (记者
李德领) 1日，齐鲁晚报记

者从菏泽市疾控中心获悉，预
防宫颈癌的疫苗来了，目前菏
泽有四价HPV疫苗，20岁-45
岁的女性可到市疾控中心或各
县区疾控部门进行预约。

据菏泽市疾控中心预防接
种门诊部主任马敬仓介绍，宫
颈癌被称为“红颜杀手”，是严
重威胁妇女健康的恶性肿瘤之
一，近年来我国宫颈癌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均呈上升趋势。在
过去的30年间，我国35岁以下
年轻患者在宫颈癌患者所占比
例逐年上升，其占比从1975-
1979年的2 . 8%增长到2005-
2009年的15 . 7%。

HPV传播途径主要通过性
传播，75%-80%性活跃的男性

和女性一生中感染过HPV，
HPV16和18型与70%的宫颈癌
相关，在中国，HPV16和HPV18
可导致84 . 5%的宫颈鳞癌。90%
以上的高危型HPV感染者都能
够借助自身的免疫系统将HPV
清除，仅有少数女性不能清除
而成为持续感染，进而发展为
宫颈癌前病变甚至宫颈癌。

马敬仓介绍说，目前，我国
于2016年7月和2017年5月分别
批准了二价HPV疫苗和四价
HPV疫苗上市销售。目前在我
国HPV疫苗属于第二类疫苗，
二价疫苗被批准年龄为9-25
岁的女性接种。四价疫苗被批
准年龄为20-45岁的女性接
种。目前为止，尚未在孕妇中开
展过临床研究，为安全起见，目
前尚不推荐孕妇接种HPV疫

苗。暂时不推荐哺乳妇女接种
疫苗。有性生活，不代表感染
HPV，仍然可以接种。

“关于免疫功能低下者和/
或HIV感染者中HPV疫苗免
疫原性方面的信息十分有限，
但已有接种数据显示，此类人
群接种后血清阳性率与普通人
群相当，可以接种；HPV感染
或由此引发的宫颈病变治愈
后，进行HPV疫苗接种可以减
少疾病的复发率。仍可预防未
感染疫苗型别的HPV感染，可
以接种；HPV疫苗不能清除正
在感染的HPV，也不能防治病
变的进展，现有的HPV疫苗也
不能覆盖所有的致癌型HPV，
建议女性朋友们即使接种了
HPV疫苗也需要定期进行宫
颈筛查。”马敬仓说。

菏菏泽泽女女性性可可预预约约宫宫颈颈癌癌疫疫苗苗啦啦
接种年龄为20岁-45岁，可到疾控部门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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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郓城2月1日讯 (记
者 崔如坤) 因不满交警
对自己酒驾违法行为的处
罚，当街扇打交警耳光的嚣
张男子李某，1月30日，被郓
城县人民检察院以妨害公务
和危险驾驶罪批准逮捕。

1月16日20时40分许，在
郓城交警一中队中队长张赫
带队负责的裕民路与220国
道交叉口处，民警发现一辆
由南向北行驶的车牌号为鲁
RDD337的黑色小型轿车，该
车行驶轨迹可以用蛇形或者
S形描述，执勤民警立即拦
停该车进行检查。

当驾驶员打开车窗后，
一股浓浓的酒气扑面而来，
民警随即判断该驾驶员有酒
驾嫌疑。随后，执勤民警让驾
驶员下车询问，但是，该驾驶
员拒不配合，并声称执勤民
警打人了，张赫立即上前了
解情况。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震

惊了所有人。该驾驶员对毫
无防备的张赫猛扇一耳光，
嘴中还不停地叫嚣着“你有
没有证据，证明我打你了！”，
并且还不停地侮辱谩骂执勤
民警。

事件发生后，围观群众
越聚越多，局面难以控制。郓
城交警大队副大队长李宗增
得到消息后，迅速指示民警
拨打110报警。

110执勤民警到达现场
后与交警一起把驾驶人带到
郓城县诚信医院进行血液抽
取。后经过菏泽市公安局刑
事科学技术研究所血液鉴定
血液中酒精含量为298 . 8mg/
100ml，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
车。

该事件社会影响恶劣。
郓城县人民检察院高度重
视并迅速介入调查，在短时
间内查清了事实，于1月30
日将犯罪嫌疑人李某批准
逮捕。

当当街街扇扇打打交交警警耳耳光光
嚣嚣张张男男被被依依法法批批捕捕

经股东会研究决定菏泽市开发区正阳办公用品销售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代码：913717003492426514)决定于
2018年2月1日起依据法定程序予于注销，所有债权人自
见报之曰起45日内，携带有关债权的证明材料到本公司
申报债权，逾期未申报债权的，视为自动放弃债权，本公
司将依法办理注销手续。

公公司司注注销销公公告告

根据国务院《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条例》规定，
原名称：成武县郜都文化博物馆变更为：成武县郜都民俗
文化博物馆。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371723MJF065257R

法定代表人：宋宪忠 地址：定砀路城区段北侧
成武县民政局
2018年2月1日

公公 告告
本报菏泽2月1日讯 (记者

赵念东) “车身后面的外皮
都脱落了，里面锈迹斑斑，如此
破损会不会影响车辆正常行
驶。”近日，一市民拨打本报热
线电话反映称，他在行驶至丹
阳立交桥上时，发现19路公交
车车身有外皮脱落，比较破旧，
担心这样的车行驶在路面上具
有安全隐患。针对该事，齐鲁晚
报记者进行采访。

1月31日下午，市民李先生
在行驶至丹阳立交桥时，看到
前面的“火车站——— 三捷新能
源”19路公交车的车身后面外
皮脱落严重，锈迹斑斑，相比其
他新能源公交车，比较破旧。

“这样的公交车行驶在城区路
面上，会不会有安全隐患?”李
先生对此质疑。

记者从李先生提供的照片
上看到，车辆的破损情况确如
李先生所言。由于李先生拍摄
的照片只是车辆的后身，前面
的破损情况并不清楚。但单看
车辆后身，中部和下部的表面
油漆脱落严重，里面已经生锈，
显得很是破旧。

为了解事情情况，2月1日
上午，记者联系到菏泽市公交
公司运营管理科相关负责人。
据他介绍，虽然19路公交车的
外皮发生脱落，但不会影响发
动机转运，也不会产生安全隐
患。“截至目前，该辆公交车运
营7年，还未达到报废年限。”他
说，车辆每年都要经过年审，并
且公司内部每月都要检修1至2
次，节假日期间次数增加，因此
不会产生安全隐患。“对于市民

反映的公交车外皮脱落一事，
我们将逐步检查，对脱落车辆
进行整改。”他说。

公公交交车车外外皮皮生生锈锈引引市市民民担担忧忧
市公交公司称，无安全隐患将进行整改

菏菏泽泽市市贫贫困困妇妇女女““两两癌癌””专专项项救救助助金金发发放放仪仪式式现现场场。。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邢邢孟孟 摄摄菏泽市贫困妇女“两癌”专项救助金发放仪式现场。本报记者 邢孟 摄

车辆后身油漆脱落。

本报记者 赵念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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