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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龄儿童今年的福利来了

免免费费牙牙齿齿窝窝沟沟封封闭闭防防龋龋开开始始啦啦
本报6月13日讯（通讯员

吴如明 徐迎春） 为减少龋
病对儿童的危害，提高儿童口
腔健康水平，根据2018年全县
适龄儿童免费牙齿窝沟封闭防
龋项目的目标任务，商河县卫
计局、商河县教体局联合下发
通知，要求各学校、项目实施机
构按照《商河县适龄儿童免费
牙齿窝沟封闭防龋项目实施方
案》的要求，通力合作、狠抓落
实，较好地完成全年适龄儿童
牙齿窝沟封闭防龋项目工作。

《方案》要求，适龄儿童牙
齿窝沟封闭防龋项目由各项目

实施机构和学校共同实施。根
据属地化管理的原则，由各镇
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承
担本辖区学校、县直医院承担
城区学校适龄儿童牙齿窝沟封
闭防龋项目；暂不具备开展牙
齿窝沟封闭条件的单位可委托
项目实施机构或经过市口腔医
院培训并取得资质的个体诊所
开展口腔健康检查和牙齿窝沟
封闭技术工作。

《方案》要求，窝沟封闭工
作启动后，各学校责任人要及
时登录济南市小学生免费窝沟
封闭管理信息系统，完成电子

档案基础信息的录入工作。各
项目实施机构和学校要加强领
导，密切配合，分别成立由分管
领导任组长、相关工作人员为
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明确职
责、落实责任，规范服务流程、
保障服务质量，推动项目顺利
实施。学校和项目实施机构要
指定专人负责项目的组织实
施、工作协调和信息共享工作。

各学校负责组织本校学生
的宣传发动和摸底调查登记工
作，填写学生基本信息资料，并
登陆济南市小学生免费窝沟封
闭管理信息系统网站，完成电

子档案基础信息的录入工作。
重点做好项目实施对象及家长
的宣传工作，通过发放《济南市
儿童免费牙齿窝沟封闭防龋项
目致家长的一封信》等形式对
学生家长进行口腔卫生保健健
康教育，提高项目的知晓率和
窝沟封闭的知情同意率。《济南
市儿童免费牙齿窝沟封闭防龋
项目知情同意书》由学生家长
签字同意后，统一收回，交由项
目实施机构留存。

为确保项目流畅便捷，各
学校要准备一间20平方米以
上、通风良好、水电设施齐全的

房间作为工作场所；及时调整
好课程，便于项目实施机构入
校开展口腔健康检查和窝沟封
闭，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学校日
常教学工作的影响；安排专人
负责入校检查和窝沟封闭期间
的工作协调和现场组织工作，
并为工作人员提供必要的后勤
保障。

据了解，商河县卫计局和
教体局将适龄儿童牙齿窝沟封
闭防龋项目的实施列入项目实
施机构、各学校目标管理绩效
考核的内容，并定期开展督导
检查。

商河县妇幼计生服务中心：

““手手卫卫生生””知知识识讲讲座座进进校校园园了了
本报6月13日讯（记者

李云云 通讯员 吴如明
徐迎春） 夏季是手足口病等
传染病的高发季节，为进一步
做好手足口病、疱疹性咽峡炎
的预防和宣传工作，增强全县
幼儿园师生的卫生意识，普及
健康教育知识，提高幼儿园防
范传染病的能力，6月7日下
午，商河县妇幼计生服务中心
组织医务人员到县第二实验
幼儿园开展了生动的“手卫
生”知识讲座进校园活动，此
次活动共计200余人参加。

医护人员与幼儿们积极
互动，运用说唱“六步洗手儿
歌”的方式形象地演示了“六
步洗手法”，幼儿们兴趣盎然，
课堂氛围活跃，简单又重要的

“六步洗手法”深入孩子们心
中。县妇幼计生服务中心希望
以此引起全社会共同关注手

卫生，促进公众正确洗手，养
成良好的手卫生习惯，减少细
菌传播。

据商河县妇幼计生服务
中心的负责人介绍，该中心将
充分发挥县域妇幼保健主题

作用，不断加强服务体系建
设，继续加强0-6岁儿童健康
管理工作，并对全县托幼机构
进行卫生保健量化分级管理，
确保全县儿童保健工作的有
序开展。

殷巷镇卫生院：

为为全全镇镇55880000多多名名老老人人免免费费体体检检

本报6月13日讯（通讯员
高传强） 6月7日早上6点多，
殷巷镇展集村卫生室门前挤满
了前来排队体检的老年人。“早
晨六点，卫生院的大夫们就来村
里给俺们体检了！他们真不容
易，起早贪黑的！”一位手拄拐杖
的老大爷感慨地说。

卫生院工作人员少，殷巷
镇又是人口大镇，在下村为老
年人健康体检的同时，还要保
证医院正常工作运转，医务人
员们已经连续两个半月没休过
一天班了，每天早上5点左右就
匆忙上路，6点必须准时到达村
里，开始繁忙的体检工作。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高殷
巷镇辖区老年人健康水平，从
今年4月初，殷巷镇卫生院就开
始了一年一度为期两个多月的
老年人健康体检工作，为全镇
5800多名老年人进行免费体

检。为确保该项工作有序开展，
卫生院高度重视，组织召开专
题会议，结合辖区实际，明确体
检工作实施步骤流程和要求，
抽调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
医护人员组成体检小组，提前
做好相关协调工作，合理安排
体检场地，让老年人少跑路，在
自己的家门口享受免费体检。

殷巷镇卫生院的工作人员
谈到，本次老年人体检内容包
括：体格检查、血常规、尿常规、
肝功、肾功、血糖、血脂、心电
图、B超、中医体质辨识等项
目。每天体检结束后，卫生院对
体检结果进行面对面集中反
馈，对体检结果有异常的老年
人现场进行健康干预，对体检
中发现的高血压、糖尿病等，纳
入慢病管理，由责任医生定期
随访，开展针对性的健康教育
和诊疗指导。

高高考考成成绩绩2255日日前前公公布布
15日-16日填报志愿模拟演练

本报6月13日讯 高考结束后，不
少学生已经开启了疯玩模式。在此提醒
广大考生，今年我省高考成绩将于6月
25日前公布，考生可通过网络和电话两
种形式查询高考成绩。网上可登录山东
省2018年普通高考成绩查询平台（http:
//cx . sdzk . cn/）查询；电话查询拨打
16866，根据语音提示查询高考成绩。

根据我省安排，填报高考志愿模拟
演练时间为6月15日至16日，考生可登
录http://wsbm.sdzk.cn/进行操作练习。
根据山东省2018年普通高校招生采用
网上填报志愿方式。应届毕业生可到原
毕业中学、其他考生可到县(市、区)招
办指定的地点上网填报志愿，也可自行
选择地点上网填报。志愿须由考生本人

填报，不得由他人代替。因考生本人泄
露密码或由他人代报志愿造成的一切
后果自负。

考生须按规定时间填报志愿，各批
次志愿填报时间均为当天9:00-17:00。
考生填报志愿时，需要填写个人登录密
码和手机短信密码。若忘记登录密码或
丢失手机短信密码，可尝试通过“密码
找回”功能找回相应密码。如找回密码
不成功，须持本人身份证和准考证到县
(市、区)招办申请找回密码。考生每次
填报志愿完成后，都要点击“提交保存
志愿”按钮，否则所填报志愿无效。每批
次填报志愿时，首次成功提交后最多可
修改两次，最后一次提交成功的志愿即
为该批次的有效志愿。在同一录取批次

内，艺术类、体育类考生只能在文理类、
艺术类、体育类中选择一类志愿填报。

具体填报志愿时间安排如下：
1 . 6月28日，填报文理类、艺术类、

体育类本科提前批首次志愿，填报高水
平运动员志愿、民航飞行技术本科专业
首次志愿，填报春季高考技能拔尖人才
志愿。

2 . 7月5日—6日填报自主招生批
(含高校专项计划)志愿，填报文理类本
科普通批(含地方农村专项计划)、艺术
类本科普通批(含统考批和校考批)、体
育类本科、春季高考本科首次志愿。

3 . 7月12日，填报艺术类、文理类本
科提前批征集志愿，填报民航飞行技术
本科专业志愿征集志愿。

4 . 7月17日填报艺术类本科统考
批、体育类本科征集志愿。

5 . 7月26日，填报文理类本科普通
批、艺术类本科校考批、春季高考本科
第一次征集志愿，填报文理类专科(高
职)提前批、民航飞行技术专科专业志
愿。

6 . 7月30日，填报文理类本科普通
批、艺术类本科校考批、春季高考本科
第二次征集志愿，填报高职院校专项计
划、文理类、艺术类、体育类、春季高考
专科(高职)普通批首次志愿。

7 . 8月11日，填报文理类、艺术类、
体育类、春季高考专科(高职)普通批征
集志愿。

（本报记者 李云云 整理）

儿童玩具服装家具是重点

22001188年年度度商商品品质质量量抽抽检检全全面面展展开开
本报6月13日讯 为进一步加强流

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管，维护消费者合法
权益，按照2018年度济南市工商局流通
领域商品质量抽查检验计划，商河县市
场监管局自4月8日开始，先后进行了2次
抽检活动。此次抽检对全县流通领域重
点商场、超市、市场、专卖店等依法进行
现场抽样，共涉及家用电器、鞋、儿童玩
具、童车、学生用品、婴幼儿服装、儿童服
装、电线电缆、灯具、汽车配件、儿童家

具、装修装饰材料12类商品342个批次。
本次抽查检验按政府采购合同，分

别委托上海天祥质量技术服务有限公
司、山东省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山东
省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检验检疫技术中
心完成。

下一步，将根据三个委托单位抽查
检验结果，对本次抽查检验的不合格商
品依法做出相应的处理，以净化流通领
域商品质量市场环境。 （孔春玲）

朋友圈推荐网络刷单

民民警警帮帮忙忙成成功功追追回回被被骗骗损损失失
本报6月13日讯（通讯员 刘健）

6月10日下午，商河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接到群众靳某报警称，自己使用淘宝替
别人刷单时，被骗现金6776元。

接报后，刑警三中队办案民警立即
与支付宝客服进行联系，说明案情，但
此时钱已转至商家账户。为尽快帮助挽
回损失，办案民警不断与客服、商家进
行沟通协调。经两个小时努力，该商家
将6776元现金退还靳某。

据悉，当天下午，靳某在一微信群
中看到有人发布刷单赚钱的消息。见对
方说的如此容易，靳某便加了好友与对
方联系，按照对方告知的刷单方法，简
单操作几笔后确有所获利。然而，支付
最后一笔交易6776元后，却再也等不到
返利的消息，靳某意识到自己被骗。

事后，民警提醒靳某通过刷单获利
被诈骗的案例不在少数，不能因贪图小
利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

工作人员开展手卫生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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