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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药卫生界委员与群众代表“云”连线

“希望更多中医师充实到基层”
记者 刘云鹤

来自济南市历下区城
管执法系统的群众代表赵
颖提出建议，“希望相关专
家能以中医药治疗成功的
案例为引，宣传中医中药，
并对中医药治病效果进行
对比，方便大家进行选择。
希望我们以后在社区医院
就能吃到中医药汤剂，希
望更多更好的中医师力量
能充实进基层。”

来自章丘的群众代表
马新波建议，大力推动中
医药的传承和发展，相关
部门加大对中医中药的产
权保护和执法力度，严厉
打击虚假宣传和侵权行为
等。

面对群众代表的提
议，省政协委员、泰安市中
医医院经典科副主任郗洪
滨说，“目前很多相关工作
我们都在做，之后会继续下基层、进社
区，把中医理念普及给广大群众。”

郗洪滨表示，中医有特殊的理论
体系和培养体系，要做一个好中医很
不容易，这就需要在为老百姓治疗过
程中，不断进行创新。所谓创新，就是

直面当下最要紧的问题，找
出最好的解决方案。

他建议，在学校教育方
面加大力度，设置初级、中
级、高级班，让学生循序渐
进学习中医药学。

来自潍坊坊子区的基
层群众代表许明虎提出几
点建议：简化残疾患者治病
过程中的报销程序，把肿瘤
的基因治疗费用纳入医保
范畴，基层卫生医疗机构在
针对慢性病防治工作时要
多部门协作、加大慢病知识
宣传等。

省政协委员，青岛大学
医学部副部长、基础医学院
遗传学与细胞生物学系主
任李冰回应说，“2017年以
后，有多种靶向药纳入医
保，减轻了患者负担。如果
基因诊断能纳入医保，就能
实现早诊断，提前进行预防
治疗，我们要共同努力促进

这件事。”
省政协委员，山东华信宏仁堂医

药连锁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超认为，“应
该发挥药店在慢性病防治方面的宣传
作用，这条路很长，走起来也很艰难，
但一定很有意义。”

春节来临之际，为弘扬中
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彰显福利
彩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服
务社会”的公益属性，1月10日，
济南市福彩中心工作人员来到
天桥区工人新村北村办事处标

山中路社区开展“泉城福彩公
益行 冬日送温暖”活动，这也
是济南福彩今年系列公益活动
的第一站。

济南市福彩中心党支部作
为标山中路社区的共建单位，
之前曾连续多次参与清扫社区
卫生、迎创卫复审、端午节慰问
老党员等多次公益活动，受到
了社区居民的好评。春节前夕，
济南福彩工作人员将米、面、油

等生活必需品和春联交到老党
员手中，并向他们送上节日的
美好祝福。

此次爱心活动，既增进了
社区与居民之间的感情，把传
统节日的意义进行了深化，又
在社区内营造了浓厚的文化氛
围，同时增加了济南福彩党支
部的凝聚力。

一直以来，济南市福彩中
心党支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始终践行“扶老、助残、救孤、济
困”的福彩发行宗旨,注重把福
彩事业与困难群体需要相结
合，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到有
需要的群众身边。接下来，济南
市福彩中心还将充分发挥党组
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将探索建
立长效机制，与社区加强沟通，
促进党员志愿服务项目对接无
缝化，将双报到服务活动做深、
做实。 (鲍玓)

为回馈广大购彩者对即开
型福利彩票的关心与支持，2023
年1月15日至2月23日(最终截止
时间以派奖活动公告为准)，中
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对兔
年生肖票“癸卯兔”游戏开展派
奖活动，派奖资金预计2亿元左
右！

活动期间，中国福利彩票发
行管理中心对“癸卯兔20元”“癸
卯兔30元”和“癸卯兔50元”即开

型彩票游戏中的100万元、100元、
60元奖级的中奖彩票进行派奖，
派奖金额均为相应设奖金额的
50%。具体派奖规则为：单张兑取
100万元的彩票中奖者，派送50万
元固定奖金；单张兑取100元的彩
票中奖者，派送50元固定奖金；单
张兑取60元的彩票中奖者，派送
30元固定奖金。

本次派奖活动时间以销售系
统实际兑奖时间为准，相应奖级
的中奖者，应在规定时间内及时
到销售机构指定的地点兑取中奖
奖金并获得派奖奖金，中奖者须
按规定缴纳相应税费。符合条件
的中奖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兑奖
的，视为放弃派奖奖金。

癸卯兔20元-福兔迎春

“福兔迎春”面值20元，全套2
张，采用国潮手绘的明信片设计
风格，将福兔舞龙舞狮的生动画
面呈现于票面之上，与春节的喜
庆祥和氛围相契合。刮开区的灯
笼奖符，细腻而动感，与主题呼
应。

该游戏最高奖金80万元，奖
级10级，20次中奖机会。

玩法规则：刮开覆盖膜，如
果刮出任何奖金金额，即可获得
该奖金；如果刮出“ ”图符，即
可获得50元奖金。中奖奖金兼中
兼得。

癸卯兔30元-玉兔贺岁

“玉兔贺岁”面值30元，全套6
张，以除夕到初五的过年民俗为
设计思路，巧妙地用拟人化手法，

演绎了辞旧岁、拜大年、回娘家、
宅家日、迎灶君、迎财神6个主题，
讲述了春节文化故事，增加了生
肖票的“年味”。

该游戏最高奖金100万元，奖
级10级，30次中奖机会。

游戏规则：刮开覆盖膜，如
果任意一个“我的号码”与“中奖
号码”相同，即可获得该“我的号
码”下方所对应的奖金；如果刮
出“ ”图符，即可获得该图符
下方所对应奖金的两倍。中奖奖
金兼中兼得。

癸卯兔50元-福兔献瑞

“福兔献瑞”面值50元，是一
款高面值的生肖主题票，采用新
版画设计思路，票面将金色兔作
为主形象，红金两色搭配符合喜

庆的春节气氛。
该款游戏最高奖金100万元，

奖级10级，50次中奖机会。
游戏规则：该彩票共有3个玩

法，玩法区内的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玩法一：刮开覆盖膜，如果刮

出“ ”图符，即可获得该图符
下方所对应的奖金。中奖奖金兼
中兼得。

玩法二：刮开覆盖膜，在同一
局游戏中，如果刮出两个“ ”图
符，即可获得该局游戏右侧所对
应的奖金。共有4局游戏，中奖奖
金兼中兼得。

玩法三：刮开覆盖膜，如果任
意一个“我的号码”与任意一个

“中奖号码”相同，即可获得该“我
的号码”下方所对应的奖金。中奖
奖金兼中兼得。

(来源：山东福彩)

20元钱就能参与

福彩刮刮乐2亿元大派奖正式启动

“泉城福彩公益行 冬日送温暖”系列爱心活动启动

1月14日
下午，山东省
政协十三届一
次会议“民声
连线”举办委
员、群众代表
云连线活动。
活动中，3位医
药卫生界政协
委员与来自
全省各地的
多位群众代
表“云”连线，
围绕中医药
发展、残疾人
治病难、慢性
病防治等问
题进行交流。

记者 范佳

去年11月，我省数据中心第28万个
标准机架正式建成开通，至此，我省已超
额完成数字强省“十四五”规划中“到
2022年底在用标准机架达到25万个”的
阶段目标。

算力的增强，也对绿色环保提出
更高要求。2023年山东省政府工作报
告指出，过去五年，山东绿色低碳高质
量发展先行区实现重大突破。未来五
年，山东将聚力绿色转型低碳发展，推
动生态环境质量实现新跃升。近日，省
委、省政府印发《山东省建设绿色低碳
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三年行动计划(2023
-2025年)》，提出积极创建国家级新型
绿色数据中心。

记者从山东省大数据局获悉，根
据《数据中心产业发展指数(2021)》《中
国算力白皮书(2022年)》评估，我省数据
中心发展环境排名连续居全国第二，
稳居东部地区第一。2022年，我省算力
综合指数全国排名第7，强势挺进全国
第一梯队。

据省大数据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下

一步，我省计划利用三年左右时间，推
动省内数据中心在用标准机架总数突
破45万个，较当前再增长60%以上。着力
推动算力提质，加快布局能够提供高层
次云服务的新型数据中心和低时延边
缘数据中心，推动在用数据中心绿色节
能改造，在兼顾“碳达峰、碳中和”战略
的同时，全面支撑我省经济社会各领域
数字化转型发展。

绿色数据中心是啥样？如何运作？近
日记者到中国移动(山东济南)数据中心
一探究竟。“数据中心引入了水冷机组，
室外温度低于9℃时，就开启板式换热模
式，关闭制冷机组，利用室外冷源自然冷
却，每年可节省近320万千瓦时用电量。同
时，合理规划机房内的冷热通道，形成合
理的冷、热气流回路；提高空调效率，节
约能耗10%以上。”中国移动(山东济南)数
据中心工作人员介绍，数据中心还建有
机房余热回收系统，将多余热量供给维
护支撑楼。

去年11月4日，在山东省数据中心
第28万个标准机架建成开通仪式上，

《山东省数据中心绿色节能发展倡议
书》正式发布，提出持续加大数据中心
建设改造投入，着力降低实际运行PUE
(能源使用效率)，鼓励企业优先购买绿
色电能，试点应用“风光储能+大数据
中心”“源网荷储一体化+大数据中心”
等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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