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黄岛区计生部门努
力在服务上拓展功能,倾力构建

“幸福家庭”新格局 ,着力推进
“和谐幸福家庭工程”,全面推进
科学育儿、孕前优生、老年健康
促进等九项公益性服务,使全市
广大计生家庭在享受民生普惠
政策的同时享受到优先优惠,有
效提升了广大计生家庭的幸福
指数。

一是创业帮扶,对城乡居民
创业贷款由政府进行贴息。这是
黄岛区2010年创新的一项民生
政策。贴息对象是具有黄岛区常
住户口的城乡居民、农民专业合
作社、购买大马力渔船的企业
(农户)以及在黄岛区登记注册
的重点农业龙头企业等。在此基
础上,黄岛区又安排贴息资金预
算总额的3%,专项用于独生子女

家庭“再贴息”。二是教育优先 ,

积极实施“绽放希望”工程。开展
0-3岁科学育儿,利用社区、社会
教育、人口计生、妇幼保健和卫
生医疗等服务机构资源,向婴幼
儿家庭提供优育优教、合理营养
的科学指导、教育、培训和服务,

促进婴幼儿早期智力开发。在实
施科学育儿、“希望工程”、“春蕾
计划”等救助项目时 ,黄岛区优
先向贫困计划生育家庭的中、小
学生倾斜。三是医保全覆盖。建
立市、镇、村一体化医疗卫生管
理模式,城乡居民医保实现全覆
盖,农民在镇卫生院住院报销比
例达到80%。独生子女及独生子
女父母生病住院,除享受农村合
作医疗或城镇居民医保报销外,

报销剩余部分可再享受大病医
疗商业保险报销。享受独生子女

待遇的少年儿童,在城镇居民基
本医疗保险基金支付比例的基
础上增加5个百分点。四是实施

“健康人生”工程,将计划生育孕
前型管理融入“两癌”筛查、妇科
病防治、性病和艾滋病预防工作
之中。目前 ,已为5 . 8万名农村妇
女进行了免费“两癌”筛查,免费
筛查艾滋病病毒6 . 5万例。自去
年以来 ,全面推行高血压、糖尿
病两大病种的免费医疗,全市11

万名患者不花钱治病。五是老有
保障,实现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
险全覆盖。2011年以来,对参加新
型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独
生子女父母年满60周岁的人员,

政府在全额支付110元基础养老
金的基础上 ,为每人每月加发
10%的基础养老金。

（董相明 张从亮）

黄岛区：在倾情服务中构建“幸福家庭” 分级专家+金牌固收团队

护航首只转债分级基金
6月份，我国GDP增速

下降至7 . 5%，外贸数据大
幅下滑，这显示我国经济
正处于转型期，在此背景
下，债市是否仍有机可寻？
银华基金固定收益类产品
在上半年表现优异，近期
又同时发行了国内首只可
转债分级产品——— 银华转
债指数增强分级基金，以
及定期分红的银华信用四
季红债基，此时发行会否
迎来较好的建仓机会？记
者就此采访了银华基金总
经理助理兼固定收益投资
总监、银华转债指数增强
分级基金拟任基金经理姜
永康先生。

海通证券数据显示，

银华固定收益类基金上半
年超额收益率位居行业前
五，是大型基金公司中表
现最好的一家。对此姜永
康表示，银华基金在固定
收益领域的策略与其他公
司有一定的差异，具体体
现在不唯规模，不唯排名，
主要做以客户为导向、为
客户带来价值的产品。

正在发行的银华中证
转债指数增强分级基金是
分级基金史上第一只以可
转债为投资标的，并采用
开放式运作方式的债券指
数基金。对于产品的设计
理念，姜永康表示，可转
债具有债券和期权双重属
性，其持有人可以选择持

有债券到期，获得公司还
本付息；也可以选择在约
定的时间内转换成股票，
享受股利分配或资本增
值。银华中证转债指数增
强分级基金以转债为投资
标的，引入分级机制，实
现转债价值中的期权价值
与债券价值分离，从而满
足不同风险偏好的投资需
求。

对于产品的定位，姜
永康表示，该基金是一个
工具化产品，虽然母基金
运作中有指数增强策略，
但只是在一些明显高估的
品种和流动性差的品种上
适度增强，总体而言还是
以跟踪指数型为主。

患患儿儿扎扎堆堆，，大大医医院院儿儿科科““超超载载””
入夏以来岛城大医院儿科门诊人满为患，看专家号动辄排队数小时

李沧区人口计生局强化“以业
管人、以房管人、以证管人”机制，作
为管理流动人口的重要手段。流动
人口管理服务并不是要对流动人口
进行控制，而是为他们提供更好的
公共服务和管理，帮助他们打破融
入城市的坚冰，给他们以市民同等
的待遇和关怀，为他们提供没有门
槛的舞台。各级计生部门要做好流
动人口工作“制约型”向“服务型”的
转型工作，真正做到各司其职、各负
其责、齐抓共管，努力把流动人口服
务管理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李沧计生

抓流动人口工作

7月15日，为杜绝因各类特种车
辆线下作业而造成的挖断电缆、撞
断电杆等外力破坏引起的线路跳闸
事件发生，确保百姓高温天气的正
常用电，国网莱西市供电公司部署
七项举措全面梳理排查电力设施外
破隐患。 (邢宪蕊)

莱西供电

查电力外隐患

20日上午，妇儿医院儿科门诊儿童中心注射室里人满为患。 本报记者 刘腾腾 摄

入夏以来，大医院儿科门诊患儿扎堆，挂专家号像买春运火车票，排个队动辄得三四
个小时。一边是大医院儿科门诊“超载”，儿科医生喊累，另一边却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
基层医疗机构没有资质接诊12岁以下儿童。看病难，看病挤，成了患儿和家长的心病。

19日14时许，青医附院本部
门诊二楼的儿科大厅人满为患，
全是带孩子看病的家长。市民秦
女士拉着5岁的儿子刚从大厅出
来，手里握着一大把单子。“孩子
这两天咳嗽，吃药也不好，就来
看看。”秦女士说，她下午1点赶
到医院时，主任号到160多了，副
主任号到20多，秦女士就把两个

专家号都挂上，哪个快看哪个。
在输液区，小病号的数量很

多，为了节省座位，很多家长将
孩子抱在怀里输液。采访中，大
多数家长称，孩子都是因为天气
变化引起感冒咳嗽，“虽然是小
病，可是去别的医院不放心啊。”

青医附院本部小儿内科主
任李堂介绍，该科室每年看8万

余名患儿，家长不管孩子大病小
病都到大医院看。“普通发烧、腹
泻的患儿，在小医院就能解决，没
必要到大医院。”李堂说。据介绍，
目前青医附院三个院区共有68名
儿科医生，除了本部儿科门诊压
力很大外，黄岛院区年接诊量近8
万人次，东院区年接诊量有4万多
人次，儿科医生压力非常大。

青医附院：为看专家，一次干脆挂俩号

19日15时，在市立医院本部
儿科门诊，输液区、候诊区都是
家长和患儿，小孩的哭声此起彼
伏。市民许女士和丈夫还有公公
婆婆轮流抱着8个月大的孩子，
等待叫号，他们已经等了近两个
小时。

孩子只是咳嗽，但经常犯，

许女士几乎每次都到市立医院
看。孩子一咳出声，夫妇俩就紧
张，不停念叨：“好像比上次严
重。”每次孩子看病，夫妇俩就请
假并带着孩子的爷爷奶奶一同
过来，如果挂号窗口排队太长，
人多可以多排几个窗口，候诊时
间太长还可以轮流哄孩子睡觉。

“从挂号，到等医生，再到检查，
差不多要花几小时，但医生帮孩
子看病只用五分钟。”许女士说。

据了解，入夏以来，该院每
名儿科医生每天要看七八十名
患儿，平均每个患儿从接诊到确
诊不超过10分钟，医生都不敢喝
太多水以免频繁上厕所。

市立医院：一家四口齐上阵排队挂号

本报记者 曹思扬 刘腾腾

20日早上不到8点，记者一
走进妇儿医院门诊大厅就看到
排起的长队，在儿童中心注射
室挤满了输液的患儿。注射室
里配备的椅子不够用，很多家
长自备马扎坐在一旁等着叫
号，还有不少打上针的患儿没
找到座位，家长只好一直高举
吊瓶，站在注射室外给孩子输

液。据了解，该院儿科门诊共有
12个诊室，每天有10—12名医生
坐诊，日均门诊量能达到1000
多人。这就意味着，一名儿科医
生平均每天需治100多名患儿。

当晚8点，记者再次来到该
院，看到急诊大厅等候区域里
已经坐满了抱着孩子的家长，急
诊室里共有4名医生坐诊。记者

走进其中一名医生的办公室，这
名医生正和患儿家长交流。一个
病号还没诊断完，另一对家长就
抱着哭闹不止的孩子走进诊室。
不时还有刚拿到号的家长抱着
孩子往诊室里冲，“孩子发烧了，
赶紧给看看吧。”前台医护人员
只能耐心劝阻，让家长先给孩子
物理降温等待叫号。

妇儿医院：座位不够用，家长备马扎

社区医院：

几乎不接诊

12岁以下儿童

相比于大医院儿科的
爆满，到社区医院看病的患
儿寥寥无几。记者咨询多家
社区医院得知，除了很多家
长抱着“不管大病小病都要
去大医院”的心理外，很多
社区医院也没有看儿科的
资质。市南区八大湖街道巢
湖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
任万志习说：“儿童发病快、
病情变化更快，治疗上很复
杂，所以有家长带着孩子来
看病，我们都建议直接去大
医院。”

“几乎所有的社区卫生
中心都对儿童就诊说不，因
为市卫生局曾下通知，社区
卫生中心不得接收12岁以
下儿童就诊。”市卫生局一
位工作人员说，因为社区卫
生中心没有儿科医生，儿童
发病具有特殊性，全科医生
只能看儿童保健，而且社区
卫生中心也没有儿童用药。

7月19日上午，由街道妇联组织
举办的女性专场义务讲座在大枣
园社区道德讲堂暨幸福女性大讲
堂开讲，这是送《关爱女性乳腺健
康知识》进湘潭街道社区第二场讲
座，来自社区的百余名妇女认真聆
听了青岛市乳腺医院俞明兰副主
任医师的专题讲座。市红十字粉红
丝带基金会还为在场的居民送上
了关爱和祝福的吉祥礼包，开展了

《粉红1+1行动》，向妇女发放了健
康查体卡。街道妇联定期开展这些
活动主要是让每位妇女都受到如
何预防乳腺疾病的教育，让健康相
伴做幸福女人。

湘潭路街道

开幸福女性讲堂

信息快递

儿科就诊难之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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