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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V抗体检测咨询更方便快捷
一键触达，聊城开展“爱健康”市县共建项目
本报聊城11月5日讯（记者 王尚
磊 通讯员 张蕾） 近年来，
聊城市艾滋病感染途径以性传
播为主，每年报告的艾滋病病
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中，男
性 同 性 传 播 所 占 比 例 不 断 上
升，为了减少男男性行为人群
(MSM)艾滋病的新发感染率，
市疾控中心借助互联网平台可
及范围广、形式灵活便捷等优
势，开展“爱健康”市县共建项
目。

“爱健康”APP是由聊城市
疾控中心委托第三方开发的一

款预防艾滋病传播的学习软件。
借助互联网平台，提供艾滋病防
治知识、健康教育宣传及免费咨
询检测等服务。目前，此项工作
已在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东
昌府区、茌平区和阳谷县先行试
点开展。

为确保软件使用效果，由市
疾控中心进行综合技术指导，辖
区疾控中心招募了志愿者与县
级疾控中心专业人员共同为用
户提供服务，开展在线答疑、艾
滋病相关法律法规和健康知识
宣传、警示性教育等服务，并在

入群前、每月定期对群组人员进
行健康问卷调查和HIV抗体免
费检测等服务。属地疾控中心工
作人员为辖区内群组MSM提供
HIV抗体检测和咨询，并发放艾
滋病宣传资料、安全套等宣传礼
包，群组成员可在线查询检测结
果服务，实现让数据多跑路，让
群众少跑腿。

“爱健康”的推广使用，旨在
希望公众通过学习和交流，创建
积极健康的社群氛围，形成文明
健康和定期检测的良好习惯，共
享美好生活。

“爱健康”APP手机下载二维码：

安卓版 苹果版
(注册时需要给辖区管理员提供ID号)：

11月5日至10日，第三届中
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国家
会展中心举办，共设置食品及
农产品、汽车、技术装备、消费
品、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服务
贸易等六大展区。凭借日益成
熟的“品牌效应”和“溢出效
应”，本届进博会展览面积更
大、展区设置更优、展商质量更
高。疫情背景下，第三届进博会
的举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继
续推动高水平开放、同世界各
国共享发展机遇的态度和决
心。

受到疫情影响，健康成为
全球热点话题。作为大健康产
业的一员，安利公司连续三年
参与进博会，展区位于会展中
心7 . 1号馆，属于“医疗器械及
医药保健展区”。安利精选多款
纽崔莱进口产品参展，包括增
强免疫力、补充维生素矿物质、
帮助身体抵抗自由基的营养保
健品，也包括现代城市族群关
注的美体塑形、体重管理方面
的产品。

本届进博会期间，安利公
司主动为上海国家会展中心
VIP休息室提供空气净化器设
备和能量饮料，为进博会志愿
者提供能量饮料和维生素补充
产品，这一举动得到了进口博
览会承办单位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局、国家会展中心的充分肯
定和赞许。
共享中国机遇 大健康产业推
动经济复苏

此次全民抗疫的过程，消
费者健康意识不断提升，对健
康产品的需求被迅速放大，大
健康产业迎来黄金发展期。自
2016年《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
要》发布，“健康中国”成为国家
战略，2019年我国大健康产业
规模达到8 . 78万亿元，2020年
产业规模将突破10万亿元。中
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会长边振
甲介绍，大健康产业的发展将
有力促进疫情后经济复苏。

安利此次参展产品，全部

为纽崔莱营养保健食品系列，
突出展示纽崔莱86年来坚持的

“从种子到成品”全流程质量管
控体系，从选取物种、筛选种
子、选择农场，到有机种植、采
收、萃取、生产、包装，每一个环
节都做到了可追溯，最终为消
费者提供安全有效的优质产
品。安利展区还特别设计了营
养健康知识的互动区域，向公
众科普科学防疫、营养和运动
知识，倡导公众养成健康的生
活方式。

安利(中国)总裁余放介
绍，自2016年3月推出海外购，
特别是2018年首届进博会后，
安利近年加速了引进进口产品
的步伐，从2016年最初的4款，
增加至今年累计进口产品达
185款；从2018年至今年9月，近
3年进口产品累计销售额达
46 . 64亿元人民币，通过外引内
联，深耕中国消费升级的广阔
市场。
加码中国市场 输出中国智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
年三季度GDP实现了4 . 9%的
增速，国民经济增幅由负转正，
中国经济的复苏步伐正在加
快。安利(中国)总裁余放表示，
进博会的成功举办，体现了中
国经济的强大韧性，以及持续
优化的营商环境、不断提升的
开放质量，安利将继续加大对

中国市场的投资。
今年，安利在中国成立了

亚洲保健食品研发中心，结合
基因科学、人工智能等科技手
段，研发更多符合中国和亚洲消
费者的产品，为消费者提供健康
生活整体解决方案；2019年，为
升级和优化全球供应链，安利将
位于总部的家居科技生产线转
移到了中国，广州成为安利全球
唯一家居科技产品供应中心；因
为中国在数字化、移动互联网领
域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安利将全
球数字创新中心、大数据创新中
心、IT创新中心相继落户中国，
并向安利其他市场输出中国数
字化变革的成功经验，显现了中
国经济在全球日趋重要的辐射
力和影响力。

中医药在我国新冠肺炎疫
情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继
2019年参与国家十三五科技部
重点研发计划“中医药现代化
研究”专项后，在疫情背景下，
安利加快了中医药产品研发和
上市速度，推出应用传统汉方、
以高品质中草药为产品基底的

“汉本萃”系列，帮助增强免疫
力、改善微循环、提升抗氧化能
力等，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预防、
慢性病及疑难病症、重大传染
病防治中的作用，推进中医药
的标准化、现代化、国际化，输
出中医药的传统智慧。

共享中国机遇 加码中国市场

安利亮相2020进博会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民
事纠纷的数量也在不断攀升，面对
日益激增的民事案件，律师该如何
处理呢？

正所谓，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
千个哈姆雷特。对于民事纠纷，每
个律师接受委托后的处理方式也
不尽相同，有的律师喜欢直奔主
题，收集证据、保全、立案、开庭，一
股脑全做完，只等法院的神圣判
决；还有的律师喜欢打“迂回战
术”，接受委托后先不急着走诉讼
程序，而是和对方当事人进行充分
沟通，看是否有调解的希望。

判决和调解是民事纠纷结案
的两种方式，判决是刚性的而调解
是柔性的，判决依靠的是司法的强
制力，而调解的基础是双方当事人
的意思自治，是各方妥协的结果。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司
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
道防线”，可见司法并不是解决纠
纷的唯一途径。例如在解决婚姻、
收养、继承等涉及人身关系的案件
中，刚性的司法判决反而不如柔性
的法律调解更有利于社会关系的
恢复和重建。

哪到底采取哪种方式更好呢？
那取决于律师的司法实践，经验
丰富的律师告诉我们，无论采取
哪种方式解决纠纷，都离不开律
师的真心、真情、真意。真心就是
要求律师接受委托后要有耐心，
诉讼中各个环节的工作都要做
到极致，勿以事小而不为；真情
就是要求律师经常换位思考、设
身处地的为委托人着想，把当事
人的纠纷看成自己的事情，选择
最经济最有利于当事人的方式
为其争取权益最大化；真意就是
对当事人的委托事项勇于直言
相谏，为其分析利弊，不能虚与
委蛇，夸下海口，到最后损害的
不仅是自身的形象也涉嫌违反

《律师法》的相关规定，得不偿
失。

最后引用美国著名法学家霍
姆斯的一句名言结束文章：法律的
生命从来不是逻辑，而是经验！

作者简介：堵志明律师，北京
市京师 (聊城 )律师事务所专职律
师，擅长领域：房产交易纠纷、商业
合同纠纷、婚姻析产纠纷。电话 :
13165405677、13475891859(微信同号)

真心、真情、真意

——— 律师处理民事纠纷的三大法宝

“俺依靠村文化书屋掌握
的特色种植技术，种植秋葵40
多亩，亩均效益近万元。”10月
31日，高唐县固河镇张浩村秋
葵种植大户褚新岭高兴地说。

近年来，为充分发挥文化
在脫贫攻坚中的科技作用，该
镇先后投入资金200多万元，在

全镇71个村分别兴建了不少于
30平方米的农家书屋。农家书
屋结合群众文化需求，选配了
20000余册图书，对各类图书进
行登记造册，建立健全了借阅
登记制度，并由专职人员负责
管理，确保了农家书屋规范运
行，并开展实用知识讲座、留守

儿童假期读书交流等活动，丰
富了群众文化生活。“平时一有
空，我就喜欢去‘农家书屋’看
书，不仅拓宽视野，还能学到种
养新技术，助俺早日脱了贫。”
李集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李风廷
说，他坦言自己是“农家书屋”
的直接受益人。 (郭洪广)

高唐县固河镇：农家书屋成文化扶贫“加油站”

聊城高新区扶贫工作人员
切实增强扶贫攻坚的使命感和
责任感，登门走访入户，内心深
处怀着对弱势群体的关爱、对困
难群众的同情，坚持行善向善的

信念，变任务为责任，变压力为
动力，充满激情、充满爱心，积极
主动地投身于扶贫攻坚之中。积
极了解困难群众的想法，鼓励他
们树立起对自己的信心，充满对

生活的希望，帮助他们建立对未
来的规划，倾听困难群众的诉
求、为他们设身处地的谋划、实
事求是的规划，加大智与志的帮
扶，切实巩固脱贫成果。

聊城高新区“智与志”帮扶暖民心

“用心用情用力做好扶贫工
作！这绝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需
要我们花时间、精力和感情去践
行。”说这句话的人是高唐县梁村
镇林业站站长兼和睦王支部书记
殷庆波。2015年殷庆波担任梁村镇
和睦王村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
起，便开始挨家挨户走访核对贫困
户情况，接下来的每一天，殷庆波
吃在村、干在村。

“说实话，从前刚来的时候，原
以为扶贫就是一个任务，到后面做
着做着，和贫困户感情也深了，比自
己家里人还关心的多，就是想着怎
么为贫困户做一些实事。”殷庆波
说，五年多的帮扶让他更加清楚作
为一名支部书记和帮扶责任人的职
责和担当。每一次的入户调查、每一
次的走访摸排，让他更加坚定自己
如何做好群众的纽带。 (王宏)

高唐县梁村镇：驻村书记以真心投身脱贫工作

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理念，紧扣群众关注的生活、社会
热点、志愿服务等工作重点，推进
新时代文明实践新阵地建设，高唐
县琉璃寺镇党委、政府与浪潮集团
合作，开发了“民生三务通”APP。

“民生三务通”APP是畅通民
意传播民声的渠道，系统从村民实
际需要出发，设置了三务公开、建

议与意见、民生随手拍、三务新闻、
服务指南等模块。围绕脱贫攻坚工
作，该镇还设置了扶贫帮扶模块，
新增了“微心愿”栏目。辖区内的困
难群众提出‘微心愿’诉求后，文明
实践的志愿者们就上门解决，让村
民足不出户，就能解决困难。该软
件同时加强了群众监督，让权力在
阳光下运行。 (杨东)

高唐县琉璃寺镇：“民生三务通”开设扶贫帮扶模块

聊城高新区许营镇颐康家园
始终坚持脱贫攻坚物质保障与精
神慰藉同向发力，在政府进行全
面帮扶的基础上，注重引入社会
公益组织、志愿者队伍等新生力
量开展综合服务，在增强贫困老
人脱贫自主性的前提下，努力打
造多方联动、共建共享的“暖心家
园”。

各帮扶部门将颐康家园内贫
困老人的基础数据进行了归集，并
及时将各种帮扶政策进行适配比
对，确保每位老人都能第一时间享
受到国家的惠贫政策。形成了以家
园为平台，以社会组织为载体、以
社工人才为支撑、以社会志愿者为
依托的“四社联动”扶贫模式，为扶
贫济困注入了新生力量。

聊城高新区许营镇多方联动，打造舒适温馨的“暖心家园”

为推动扶贫企业可持续发展，
提升产业扶贫减贫的经济成效，聊
城高新区许营镇紧紧抓住消费扶
贫这个牛鼻子，借助直播平台，帮
助企业打通线上销售渠道。扶贫站
工作人员搜集了众多扶贫产品直
播案例、直播技巧等资料，帮助企

业注册直播平台，鼓励企业大胆创
新、自主直播。东昌萃琳驴肉产品
直播以来，越来越多的粉丝知晓了
这一特色产品，产品变商品、收成
变收入的渠道逐渐顺畅，扶贫企业
利润攀升，扶贫产业项目稳步实
施，贫困户们也不断从中受益。

聊城高新区许营镇扶贫产业项目稳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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