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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滨州

本报6月7日讯(通讯员 钱杰 记
者 王晓霜) 近日，由中共滨州经济
开发区工委和南开大学语文教育研究
中心合作编辑、中山大学出版社出版
的《经典悦读》丛书第三辑出版，与广
大读者见面。滨州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张光峰，市委副书记、市长崔
洪刚分别以《为梦想插上翅膀》、《好书
不厌百回读》为题欣然为该丛书作序。

据了解，《经典悦读》丛书自2011
年开始每年出版一辑，每辑六册，每册
一个主题，荟萃了古今中外有关修养、
勤学、艺术、智慧、奋进的经典作品。本
辑主题分别为“情志”、“哲思”、“六
艺”、“知人”、“养气”、“格物”。该丛书
采用32开小开本，便于读者随身携带，
将点滴的闲暇时光用在获取知识、增
广见闻上。出版该丛书是滨州经济开

发区党工委、管委会为建设学习型党
组织、书香社会所做出的实际行动。丛
书问世以来，受到社会各界的一致好
评，先后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书
刊协会颁发的年度全行业优秀畅销品
种和中小学图书馆政府采购书目，列
入中宣部全国宣传干部学院图书馆、
省市图书馆等馆藏书目，成为滨州一
张新的城市文化名片。

本报6月7日讯(记者 王丽丽
通讯员 吝海滨 王赞) 7日，

滨州市直第七批经济适用房和廉
租住房摇号选房，当天，共有63套
房源参与分配，最终，61套房源分
配到住房困难家庭。为满足符合条
件的申请者尽早入住，滨州市房管
局表示，符合条件的申请者满足50
户左右即可摇号选房。

7日上午，滨州市直第七期经
适房和廉租住房摇号选房在滨州
大学饭店举行，本次分配房源为滨
州市恒心安康小区保障房，共投入
房源63套，其中80型3套，65型60
套。对申请家庭经过严格的受理、
审核、公示后，符合条件的申购经
济适用住房家庭为43户，廉租住房
实物配租的为20户，实际参加选房
家庭共63户，做到应保尽保。

据了解，本次销售的经济适用
住房建筑面积65平方米以内(含65
平方米)按1550元/平方米收取，超
出65平方米以上的面积部分按2800
元/平方米收取，具体每层的价格，
根据楼层系数调整确定。廉租住房
租金标准：按照《滨州市廉租住房保
障办法》规定，我市廉租住房保障面
积标准为，一人家庭(35周岁以上)
30平方米，二人家庭40平方米，三人
家庭50平方米，四人(含)以上家庭
60平方米；市政府确定的租金标准
为，在保障面积标准内的租金标准
为1元/㎡/月，储藏室租金为0 . 5元/
㎡/月，超出保障面积的部分租金为
4元/㎡/月，对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
障家庭，免收实物配租住房中保障
面积标准内的租金。

为照顾年龄偏大、体弱多病、

行动不便的申购家庭，申报家庭户
主或配偶年龄在60周岁(含60周
岁)以上或行动不便(有残疾证或
医学证明)的业主所选房源设置为
1层、2层、3层，其余符合条件的申
请人按照摇号结果依次选房，各房
源除去阁楼以外均搭配储藏室。

此次共有63套保障房参与分
配，最终61套房源成功分配到申请
者手中。申购人持现场打印《经济
适用住房准购证》，在30日内到恒
信置业有限公司交纳购房款，符合
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家庭可申
请公积金贷款，逾期不交齐购房款
的家庭，视为自动放弃，并在以后
两年内不得报名申购经济适用住
房。申请廉租住房的家庭凭《廉租
住房准租证》，于14日前到市房管
局签订《廉租住房租赁合同》。

本报6月7日讯 (记者 王丽丽 )

今年近七旬的张兴玉一直住在
杜店农村的土坯房里，阴天漏雨，
老房子摇摇欲坠，为解决老两口住
房问题，老张的三个闺女决定为老
张买套经适房。7日上午，经适房和
廉租房摇号选房当天，张氏两姐妹
早早陪同父亲来到现场选房。

三女儿小张告诉记者，去年快
过年听到老人可申请经适房这一
好消息之后，三姐妹随即给老人报

名选房，而就在前几天被通知于7
号当天摇号选房，两姐妹便请假陪
同父亲来选房。由于父母年龄已
大，再加上身体不好，两姐妹担心
父亲选到的房子楼层过高，但当听
到房管局工作人员公示的申报家
庭户主或配偶年龄在60周岁(含60
周岁)以上或行动不便(有残疾证或
医学证明)的业主所选房源设置为
1层、2层、3层时，两姐妹紧皱的眉
头终于松开了。

格相关新闻

拿到经适房

告别土坯房

61套保障房找到新主人
7日，市直第七期经济适用住房和廉租住房摇号选房

本报6月7日讯(记者 张卫建
通讯员 许晓光) 记者从市财政部
门获悉，为进一步改善农村居民诊疗
环境和广大乡村医生工作环境，推进
各县(区)标准化村卫生室建设，保证
建设质量和进度，日前，全市村卫生
室标准化建设现场会在滨城区举行，
这也标志着滨州市900村卫生室标准
化建设工程正式启动。

近年来，滨州市委、市政府高度
重视基层卫生工作，连续多年将发展
基层卫生、推进全民健康列为政府的
民心工程，全市基层卫生工作整体呈
现出健康科学的发展态势。目前，全
市1293处一体化管理村卫生室覆盖
所有农村居民，建立起了15分钟的农
村卫生服务圈，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得

到大力推行，基本药物制度零差率销
售、10大类41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得
到全面落实。

当前，农村卫生存在诸多突出问
题，多数村级卫生室房屋简陋，条件差，
产权属租赁或个人所有，不利于村卫
生事业的稳定发展，不利于广大农民
的就医诊疗。而且随着医药卫生体制
改革不断深入，乡村医生既承担基本
诊疗服务,又承担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工作量不断增加，工作环境相对较差。

为此，滨州市政府决定利用两年
的时间对900所省统一规划、一体化
管理的村卫生室进行标准化建设，并
写入了2013年度《政府工作报告》。市
财政按照每所新建村卫生室补助5万
元标准，共安排4500万元专项资金，

用于900所村卫生室建设。
新建村卫生室要统一建设标准，

统一效果图，统一外观设计。房屋面
积要不小于100平方米，达到“四通一
平四分开”要求。今年的建设任务是
450处，前期市、县(区)两级财政局、
卫生局做了大量的工作，制定了建设
标准、统一了规范要求，针对每一个
申报的卫生室，现场进行核实和确
认。目前，各县(区)的具体建设计划
已经下达，目标已经确定。按照全市
计划，5月底前，各县(区)标准化村卫
生室建设工程必须全部开工，8月份
全部完工，11月份全部投入使用。6月
份市财政局将视各县(区)开工情况
预拨50%补助资金，建设完工后，验
收结算剩余资金。

统一建设标准，统一效果图，统一外观设计

滨州市村卫生室标准化建设已启动

本报6月7日讯(记者 张牟
幸子 通讯员 范万峰 徐
彬) 近日，评审专家组对滨医
附院进行了为期三天的三级甲
等医院现场评审。6日上午，在
三级综合医院现场评审反馈会
上，滨医附院被正式宣布顺利
通过了三级甲等医院现场评
审。

据了解在三天时间里，来
自全省各地的13位评审专家共
走访了院职能部门、科室、病
区、门诊等79个，访谈了包括院
长在内的管理人员，医务人员
或者患者的家属580余人次。查
阅病案，文件资料400余多份。

检查设备120余台次。严格按照
国家和省里的标准，对照评审
标准638个条款，滨医附院达到
A的比例31 . 15%，达到B 的比
例76 . 03%，达到C的比例98 . 72%，
个别的是D。在49条核心条款当
中，达到A的比例34 . 69%，B的比
例85 . 71%，C的比例100%。同时，
滨医附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此次评审过程中也发现了部分
不足，院区受历史和空间条件
限制，整体布局不尽合理；人员
编制少，严重制约吸引高层次
人才和职称晋升，不利于人才
梯队建设和医疗技术水平的提
高等问题仍待解决。

滨医附院顺利通过

三甲医院现场复审

6月8日是文化遗产日。6

月7日，滨州市滨城区滨北街
道办事处非遗培训班在滨州
市乡土艺术博物馆正式开课。
培训班邀请非遗传承人免费
为孩子们传授泥塑、年画拓
印、传统剪纸等非遗技艺，非
遗项目传承人将一件件制作

精良的手工艺品呈现在他们
面前，并通过手把手教学的培
训方式，让孩子了解和学习传
统文化，为非遗项目的保护、
传承打下基础。

本报通讯员 王麦菊
冯志强 本报记者 于荣花

摄影报道

非遗培训班免费授徒

6月5日，由滨州市邮政局
和《课堂内外》杂志社联合举
办的爱心公益大讲堂”走进滨
州实验学校。《课堂内外》小学
段系列期刊主编、全国“优秀
少先队辅导员”、儿童心理学
研究员、重庆电视台少儿频道
嘉宾主持——— 乐乐姐姐做了

“创新作文·创新思维”专题讲
座，实验学校近500名师生及
家长代表现场聆听了讲座。

“《课堂内外》爱心公益大
讲堂”是滨州市邮政局邀请课
堂内外杂志社知名主编进校
联动开展的“刊邮服务进校

园”系列活动之一。
乐乐姐姐那富有感染力

的语言，深深吸引着在场的师
生，她从“真实的体验、灵动的
感悟、新鲜的表达”入手，结合
鲜活的范例，深入浅出地向学
生介绍创新作文的特征，引导
同学们走出模式化作文的误
区。最后，乐乐姐姐细致详实
地给高中低段的学生推荐了

“知识伦理”“历史故事”“幻想
童话”经典书目，指导并殷切
希望青少年朋友把握人生的
黄金时段，热爱阅读、享受阅
读。 (邮讯)

乐乐姐姐来给我们做讲座
“《课堂内外》爱心公益大讲堂”走进滨州实验学校

滨滨州州经经济济开开发发区区古古井井小小学学的的孩孩子子们们正正在在认认真真欣欣赏赏《《经经典典悦悦读读》》。。

本报6月7日讯(记者 杨玉龙
通讯员 刘俊岱) 高速公路的建设
情况反映着一个地区的交通发达程
度、甚至经济发展的整体水平。滨州
正处于“黄蓝”两区建设、推进城镇化
建设的机遇时期，迫切需要以高速公
路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先行一步。
7日，记者从“全省加快高速公路建设

动员视频会议”上获悉，济南——— 滨
州——— 东营高速将于9月开工建设。

据了解，近年来，滨州境内已建
成长深、荣乌、滨德和青银四条高速，
高速公路通车里程200多公里，为滨
州经济社会发展和“黄蓝”两区建设
提供了强力交通支撑。2007年，滨州
被确定为国家级公路运输主枢纽城

市，但总体供给能力与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不适应。目前惠民、博兴、高新
区、北海新区境内不通高速，路网还
不够完善，济青、长深等高速公路拥
堵现象严重。加快滨州高速公路建
设，对于推动滨州巩固国家级公路运
输主枢纽城市区位功能具有重要意
义。

济滨东高速将于9月开工
滨州境内已建成长深、荣乌、滨德和青银四条高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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