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健儿袁义志 载誉回东营
他在伦敦残奥会上获银牌，东营市体育史上实现历史性突破

突发公共事件

卫生应急演练

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吕增霞 通讯员 张莹）
9月13日下午，2012年东营

市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卫生
应急演练在东营市人民医
院举行。这次演练是全市卫
生系统专业技术人员业务
素质的一次展示，对锻炼卫
生应急队伍，提升东营突发
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能
力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演练分为不明原
因肺炎处置应急演练和突
发交通事故紧急医疗救援
处置演练两部分。各县区卫
生局局长、分管局长、相关
科室长，市、县疾控中心主
任、分管主任、相关科室长，
全市二级以上医疗机构院
长、分管院长、相关科室长，
局直单位分管领导，共100

余人参加了演练观摩。同时
还邀请市政府应急办、市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胜利油
田卫生处等相关单位领导。
通过开展卫生应急演练，将
进一步强化卫生应急意识，
完善卫生应急措施，加强卫
生应急队伍建设，有效推进
全市卫生应急工作的开展。

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李沙娜）“袁
义志，你可回来了！”13日下午，在伦敦残奥
会男子T12级4ⅹ100米接力赛中获得银牌
的袁义志回到东营，东营市副市长刘美华
及东营市残联、体育局、职业学院等领导
在东营宾馆为袁义志举行了欢迎仪式。

13日，袁义志从济南到达东营，东营
市副市长刘美华及东营市残联、体育局、
职业学院等领导、袁义志的启蒙教练刘志
刚参加了迎接袁义志座谈会。在迎接仪式
上，东营市残联理事长许建仁介绍了袁义
志从2006年到现在参加比赛以来获得的
优异成绩，“2010年在广州亚洲残疾人运
动会上，获得100米金牌，打破了亚洲纪
录；200米金牌，打破了全国纪录……在刚
结束的伦敦残奥会上，获男子T12级4ⅹ
100米接力赛银牌，男子T12级200米第八
名。”

在欢迎仪式上，袁义志得知同学们一
直关注他的比赛信息时很感动，“今天这
么多领导接见我，让我很激动，比在伦敦
比赛时还激动，家乡这么多人都关心我，
我一定不辜负大家的希望。这次走出国门
参加比赛，长了见识，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我会在教练刘志刚老师的带领下，一如既
往地努力，冲刺下一届的残奥会，争取把
金牌带回家乡。”

东营市副市长刘美华表示，袁义志作
为东营的残奥会运动员，为东营赢得了荣
誉，也感谢教练一直作为“幕后工作者”的
不断付出。“这次袁义志获残奥会银牌，实
现了东营市体育历史性的突破，为山东省
争光，为东营市添彩，也为东营市残疾人
体育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展示了残疾人
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精神风貌。”

在仪式后，袁义志当场把奖牌摘下来
戴在了教练的脖子上，“这个奖牌有刘老
师的一大半功劳，没有他就没有我今天的
成绩。”袁义志告诉记者，以前每次比赛都
有刘志刚教练陪在身边，“这么多年外出
比赛，我习惯了教练在身边陪着我，他在
身边我特别有归属感、安全感，这次是我
第一次‘孤军奋战’，只能自己学着独立，
比赛前后我都会给教练打电话，他总是鼓
励我，给我很大的安慰。”

仪式后，大家还与袁义志合影留念，
希望袁义志继续努力，冲刺下一届残疾人
奥运会。

就业多元化，创业多样化

东营创业带动2 . 7万人就业

门诊慢性病鉴定新增血友病
慢性病秋季鉴定17日开始报名，共48个病种

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李金
金 通讯员 支萍 王敏） 13

日，记者从东营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获悉，东营市城镇职工
门诊慢性病鉴定报名9月17日开
始，截止时间为9月28日，市直参
保人员可携带相关资料到社会保
险管理服务中心一楼大厅5号窗
口报名，各县区参保人员到县区
医疗保险事业处或社保中心报
名。可以报名的病种包括慢性阻
塞性肺病、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
张等。今年增加了血友病病种，共
48个病种。

今年东营市社会保险管理服
务中心将对2008年以前取得门诊
慢性病资格的人员（器官移植、精
神病患者除外）开展复审工作，通
过复审的将继续享受门诊慢性病
相关待遇。报名者需携带相关病
种在二级以上医院住院的病历复
印件；两年或两年以上有效证明
病人的病情为慢性难治性疾病的
门诊治疗病历；相关检查检验报
告：如CT报告单、B超报告、心电
图(不少于3张)、心血管造影报告
等；1张近期一寸免冠照片以及身
份证或社会保障卡。

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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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义志：下届残奥会争取拿金牌

13日，在东营宾馆举行的
迎接伦敦残奥会运动员袁义志
的座谈会上，袁义志告诉记者，
他将在刘志刚教练的带领下，
继续努力，争取下一届的残奥
会上赢得金牌。

“我是第一次走出国门参
加运动会，还缺经验，今后会更
努力，听教练的话，好好训练，
向其他好运动员学习的同时，

努力让自己成长为优秀的运动
员。”袁义志在接受采访时说。

袁义志的启蒙教练刘志
刚告诉记者，接下来袁义志休
息一段时间后，将继续投入到
训练中去，“这次是第一次参
加这么大的比赛，对手的实力
也都很强，这次只是一个新的
开始，当成一次学习机会，积
累经验，他还年轻，再经过不

断地努力，一定会取得很好的
成绩。”

袁义志也说：“感谢东营市
残联、东营职业学院给予我的
支持，也感谢刘教练这些年对
我的教育和鼓励，我还会一如
既往地努力，等下次残奥会，我
还处在运动员的黄金年龄，一
定会争取赢得金牌，为东营人
民争光。” 本报记者 李沙娜

>>袁爸爸：全村人买了礼炮准备着

13日，袁义志在参加了东
营市相关领导迎接仪式后，家
在利津县陈庄镇三合村的父母
和乡亲们都已经做了迎接他回
家的准备。

13日，记者电话联系了袁
义志的父亲袁崇秀，按捺不住
激动心情的袁爸爸告诉记者，
村里人都知道袁义志在伦敦残

奥会上获得了银牌，“全家人都
很高兴，我还特意去买了份《齐
鲁晚报》，看到孩子的报道就放
心了，把报纸给孩子留着。”

袁崇秀告诉记者：“我们还
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回家，村
里已经买好了礼炮和鲜花，乡
亲们也都来家里问孩子啥时候
回来。孩子奶奶这几天一直絮

叨着，‘孩子怎么还不回来啊’，
经常拄着拐杖在大门口张望。”

“孩子出去快1年了，在上
海集训6个月，又去北京集训，
还出国训练，过年也没回家。这
次在英国赢得银牌，也是他辛
苦训练最好的证明，我们全村
人都等着他明后天回来了。”

本报记者 李沙娜

慢性阻塞性肺病、支气管哮
喘、支气管扩张、慢性肺源性心脏
病、肺间质纤维化、慢性肝炎、肝
硬化、溃疡性结肠炎、高血压病并
发症、冠心病、慢性心功能不全、
慢性肾功衰竭、慢性肾小球肾炎、
肾病综合征、再生障碍性贫血、原
发性骨髓纤维化、过敏性紫癜并
肾病、真红细胞增多症、骨髓增生
异常综合症、原发性血小板增多
症、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性关
节炎、多发性大动脉炎、多肌炎和
皮肌炎、系统硬化病、白塞病、干

燥综合症、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
坏死、瑞特综合症、糖尿病、骨软
化病、垂体瘤、甲状腺功能亢进
症、甲状腺机能减退症、成年人腺
垂体功能减退症（含席汉氏综合
症）、帕金森病、重症肌无力、肝豆
状核变性、癫痫、脑梗塞脑出血、
慢性球后视神经炎、精神分裂症
及偏执性精神病、抑郁症双向情
感障碍、银屑病、恶性肿瘤(含白
血病)、器官移植、血友病等多种
慢性病。 本报记者 李金金
本报通讯员 支萍 王敏

垦利县———

定点医疗机构

82家A级诚信

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吕增霞 通讯员 冯光

前 刘颖 杨洁） 为完善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提
高参合农民满意度，近日，
垦利对全县新农合定点医
疗机构进行全面考核督导
以评价定点机构诚信等级。
82家医疗机构被评为A级，
18家医疗机构被评为B级，1

家医疗机构被评为C级。
据悉，考核督导内容主

要包括新农合经办机构设
置、制度建设、新农合管理、
新农合服务、医疗费用控制
等工作情况。全县共有101

家定点医疗机构申请参加
诚信等级评价活动，经过评
定，8 2家医疗机构被评A

级，18家医疗机构被评为B

级，1家医疗机构被评为C

级。
据了解，今后，全县定

点医疗机构“诚信等级评
价”实行动态管理，评价年
度间如发现医疗机构存在
违法违纪行为，随时降低其
诚信类别，直至取消新农合
定点医疗机构资格，以促进
定点医疗机构加强管理，提
高新农合管理服务水平。

本报9月13日讯（记者 李金
金 通讯员 高钧） 13日，记者
从在东营召开的全省就业形势分
析会议上获悉，东营市大力实施
创业富民政策，经济发展与扩大
就业保持同步增长，今年全市已
实现创业带动就业2 . 7万人，发放
创业就业小额担保贷款2514万元，
形成了就业形式多元化、创业渠
道多样化、油地城乡统筹协调发

展的就业创业新格局。
东营市劳动就业办公室主任

辛雁冰介绍说，目前全市已建成
创业园区和创业孵化基地63个、
创业就业培训基地30个；上半年
发放创业就业小额贷款2514万元，
减免税费1018万元，发放各类就业
补贴1029万元；全市新增城镇就业
2 . 25万人，实现创业7388人，带动
就业2 . 7万人；启动推进新型农民

学校建设，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
培训7194人，新增农村劳动力转移
3 . 14万人；实施重点企业人力资源
支撑直通车计划，将400多家规模
以上企业列入结对联系服务范
围，集中走访万名城乡劳动者，并
与山东大学等高校达成专项招聘
就业意向1532个。

据了解，本次会议邀请了省
政府研究室、省工商局、省地税

局、人民银行济南分行的专家，
对省政府出台的《山东省促进就
业规划》、统筹推进高校毕业生
社区就业、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
生就业、农民工工作考核评估、
农民工综合服务平台建设、家政
服务业劳动管理等一系列方案
和规定进行授课指导和讨论，对
东营市就业创业工作典型经验
作了总结交流。

13日下午的应急演练
中，医生和护士对重度“伤
员”进行现场抢救。 本报
首席记者 聂金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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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相关链接 城镇职工门诊慢性病可以申报的病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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