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期营销秀百名小报童接受培训

““卖卖的的不不是是报报纸纸，，是是快快乐乐！！””
卖报别忘安全

讲解现场。 记者 李军 摄

聊城市邮政局零售分局主任李昌盛教小报童们如何合报纸。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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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聊城

本报聊城7月21日讯(记者
凌文秀) 19日上午，在区妇

幼保健院会议厅，本报暑期营
销秀第一期百名小选手接受了
营销专家、医生和交警等专业
人员的培训。营销专家齐慧良
为参加活动的小报童们讲解了
卖报技巧。

在培训中，齐慧良介绍了

卖报制胜的技巧。首先，小选手
们要选好时间、地点，新闻讲求
时效性，所以大家要早起；选择
卖报的地点也要有技巧，人流
量越大的地方报纸越好卖。

另外，学会交流也是营销小
选手们的重要“法宝”。“嘴甜、勤
快还要机灵。”她强调小选手要
自信从容，不要怕和陌生人说

话，锻炼自己的口才和能力。
“有营销就有挫折，一定要

坚持下去。”她说，小报童们要
不怕困难挫折。卖报期间，遇到
被拒绝和天气热等困难和挑
战，要坚定信心，不能三天打鱼
两天晒网。“咱们卖的不是报
纸，而是快乐”。她说，希望小报
童们享受着卖报带来的快乐与

成就，不断挑战自己的每日卖
报极限，经过15天的锻炼，交更
多的朋友，收获更多成长与感
动。

在培训中，齐慧良告诉小报
童，卖报纸应该说是锻炼体魄、
锻炼意志、培养能力的最好形式
之一，希望小报童们在卖报中保
持快乐和积极向上的心态。

哪些健康事项要注意，区妇幼保健院医生给孩子们答案

““最最好好的的解解暑暑饮饮品品是是白白开开水水””
本报聊城7月21日讯(记者

王尚磊 通讯员 王兴美 )
19日小报童培训仪式上，东

昌府区妇幼保健院医生蒋妍给
小报童和家长们讲解了夏季防
暑和儿童常见病等知识。

蒋妍说，小报童们不要过
分贪凉，也不要贪吃冷饮。“尤
其是不要卖完报回家把空调度
数开得很低。”她建议小报童们
多吃西瓜、黄瓜、桃、苦瓜、番茄
等瓜果。“最好的解暑饮品是白

开水和绿豆汤。”她说，夏季儿
童最常见的疾病是腹泻，家长
可为小报童准备好绿豆汤解
暑。

另外，夏季是细菌滋生的
季节，小报童在大街上接触外
界较多，回家一定要记得搞好
清洁，回家先洗手，多洗澡。

另外，小报童们平时多喝
水、多睡觉、多锻炼，就不怕生
病了。不过一旦发现生病了，一
定要及时就医，不能乱用药。

本报聊城7月21日讯(记者 王
尚磊) “安全快乐卖报才是头等大
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19日上
午，东昌府区交警大队宣传科吴霜
给小报童做了交通安全讲座。

“卖报过程中，安全和快乐最
重要。”吴霜说，小报童一般会选择
人流量大的闹市卖报，一定要注意
安全。“马路中间等红灯的车不能
靠近，更不能到机动车道上卖报。”
吴霜建议，过路口前先看好红绿
灯，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卖报中遇到问题，可以到最
近的交通岗亭找交警叔叔、阿姨寻
求帮助。”她说。

本报聊城7月21日讯(记者 凌
文秀) 19日上午，聊城市邮局零售
分局主任李昌盛为小报童现场讲
解了领报和合报的注意事项。

“卖报的第一步是学会合报
纸，就是把报纸的多个板块合成一
份。”李昌盛说，报纸有头版、要闻、
娱乐等多个板块，小报童领到各个
板块后，要仔细核对数目是否正
确，然后按照预定的数目将各个板
块按顺序合在一起，最后全部夹在
头版里。

“早上领报要先排队。”他说，
小报童们需要先了解“进货”的过
程，最快的时间领报，最快的时间
走到大街上卖报。

另外，如果有的小报童每天交钱
“进货”觉得很不方便，可以预交定金，
每天从所交定金里扣除当天费用。

邮局工作人员
教报童合报

蒋
妍
传
授
健
康
注
意
事
项


本
报
记
者

李
军

摄

甘官屯乡开展世界人口日系列宣传活动
2013年7月11日是第24个世界人口

日，为庆祝世界第24个世界人口日的到
来，冠县甘官屯乡计生部门开展一系列
计生宣传活动。

人口日当天上午，甘官屯乡认真部
署安排，围绕今年“世界人口日”提出的

“我青春、我健康”的宣传主题，开展内容
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活动当日该
乡计生服务站工作人员利用横幅标语，

并设立宣传品、药具发放及计生政策咨
询台，乡主要负责人带领计生办全体工
作人员，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人口计生
知识咨询服务，另外，还就优生优育、生
殖保健、法律法规、奖励扶助政策等进行
宣讲，耐心细致地为群众解答，良好宣传
氛围深受群众的好评。此次活动共免费
发放药具80多盒，宣传资料1200余份，接
受广大育龄群众咨询200余人次。(邢飞)

柳园街道办事处满足育龄群众药具需求
东昌府区柳园街道办事处通过

三措并举，满足育龄群众药具需求。
强化宣传教育。改变过去就宣传

而宣传的做法，将宣传与婚育新风进
农家活动相结合，引导育龄群众在避
孕节育的同时，学习生育、节育、避孕
药具、科普知识，增强生殖保健意识；
认真组织发放。在办事处实行“知情
选择，送领结合”及流动人口“登记在
册，随来随发”发放模式。各社区、单

位、村都配备药具管理发放员，确保
每位药具需求者都能及时方便地领
取；搞好跟踪服务。在做好避孕药具
发放的同时，办事处、社区、村药管员
对使用药具人员实行月访季查制，坚
持对服务对象进行跟踪服务，坚持每
年对使用药具人员进行四次以上健
康检查，建立档案，对患病人员予以
就医指导。

(柳园街道办事处计生办宣)

甘官屯乡加强计生协会建设
冠县甘官屯乡始终把计生协会工作

当成计划生育工作重要一环，提到重要
议事日程，工作中坚持做到“四到位”。

认识到位。每月召开一次会议，研
究计生协会和计划生育工作，为协会工
作确定思路，明确工作重点，形成制度
坚持下来；投入到位。保证协会工作活
动经费足额到位，促进工作长足发展；
责任到位。针对个别村计生协会的实际

情况，从计生协会工作的制度化、规范
化入手，突出抓好工作指导，实现协会
工作有章可循，规范运行；措施到位。抓
好“一好五建”，健全完善协会组织网
络，即选准配强一个好会长，建一个职
能完善的理事会，建立一个利用组织，
建一支高素质的会员队伍，建一套保证
开展经常性活动的协会工作制度，建立
一个适应工作开展的活动阵地。(邢飞)

韩屯镇推进诚信计生建设
茌平县韩屯镇计生部门以

推行人口计生“双诚信双承诺”工
作为载体，坚持三项原则，着力四
到位，构建诚信计生工作新模式。

“双诚信双承诺”，就是通过
签订诚信计生承诺书，约定管理
者与被管理者的权利义务，相互
监督，共同履行，构建政府诚信，
群众互信，个人守信计生工作模
式。其内容是公开、公平、公正地
落实人口和计划生育奖励扶助
惠民政策和优质服务，引导群众
自觉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履行计
划生育义务，按政策生育，主动落
实长效避孕节育措施。村委不履
行承诺，参加承诺家庭和个人有
权向上级党委或政府反映，上级
相关部门按承诺规定进行查处，
督促兑现承诺，不兑现承诺的，对
相关干部进行处理。群众违反承
诺的，由村委会暂停有关惠民、扶
持政策享受，违反政策生育的，严

格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三项原则：广泛宣传原则。通

过宣传标语、计生漫画、计生画报
等形式，调动群众讲文明，树婚育
新风积极性；村民自治原则。引导
群众将计划生育纳入村规民约，
制订村民计划生育自治章程，拓
展诚信计生村务公开，建立广大
群众自觉参与、相互监督、自觉落
实计划生育的长效机制；诚信优
先原则。把国家各项惠民政策、公
共服务和计划生育奖励扶助和
优惠政策，同群众履行计划生育
责任有机结合起来，按照“守信受
益、失信受制”的原则，对执行诚
信计生的家庭给予政策优先和
服务优先。

四到位：认识到位。韩屯镇全
方位开展诚信计生宣传活动，印
发《致已婚育龄妇女一封信》，将
阳光计生、优质计生、诚信计生、
幸福计生等内容以多种形式向

群众宣传；广泛召开育龄小组长、
村民代表等会议，听取群众意见
和建议，提高干群对诚信计生工
作的认识。领导重视到位。成立

“诚信计生工作领导小组”，制定
《全面推进诚信计生活动实施方
案》；以村民小组为单位，建立诚
信计生小组，由育龄妇女组长任
诚信计生小组长。诚信计生小组
成员与村民委会签订《诚信协议
书》，承诺自觉履行义务，协助做
好人口计生工作。典型带动到位。
全面加强示范村计生漫画长廊
和文化大院建设，广泛开展诚信
计生、阳光计生、幸福计生、优生
优育等政策和健康知识宣传。服
务到位。以开展诚信计生活动为
契机，不仅全面落实计划生育奖
励扶助制度，而且在全镇范围免
费开展向育龄夫妇提供孕前优
生健康体检活动。

(刘德振 王莹)

柳园街道办事处人口日宣传效果好
东昌府区柳园街道办事

处计生部门在第 2 4个世界人
口日活动中，围绕“我青春、我
健康”活动主题，开展一系列
宣传活动，取得良好效果。

活动中，街道所辖社区、
单位、村张贴标语、悬挂条幅，
协会会员开展知识竞答，以计

生政策、关爱女孩等为主，以
趣味的方式既丰富了群众的
计 生 知 识 , 又 丰 富 了 活 动 形
式；结合第三季度健康查体活
动，举行以突出“让家庭健康、
和 谐 ”为 主 题 的 大 型 宣 传 活
动。活动以宣传人口形势，计
划生育法规，计生科普知识及

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的成就、经
验和贡献等，设立生殖健康、
优 生 优 育 、政 策 法 规 等 咨 询
台，通过现场答疑等形式，使
人 口 计 生 法 律 法 规 、生 殖 保
健、优生优育、婚育新风、关爱
女孩等活动深入人心。

(柳园办事处计生办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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