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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岛

时政 C03

黄岛区开展免费孕前优生 构建和谐幸福家庭
生育健康聪明的孩子 ,是每对育

龄夫妻的美好心愿 ,也是家庭幸福的
源泉。当前 ,受社会环境、工作压力等
因素的影响 ,出生缺陷发生风险愈来
愈高 ,而受思想观念、认知程度等方
面的影响 ,计划怀孕夫妇普遍重“孕
后干预”而轻“孕前预防”,错过实施
优生的最好时机。出生缺陷的发生
和终止为个人、家庭带来沉重的精
神压力。做好出生缺陷孕前干预是家
庭优生最简便、最经济的一条途径。
黄岛区人口计生部门结合开展“五
进”主题实践活动 ,确立“四化”工作
目标 ,实现了免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项目“全覆盖”。

一是优生项目“规范化”。开展
优生健康教育、体格检查、临床实
验室检查、风险评估、咨询指导等

2 9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 ,其中
医学检查14项 ,包括实验室检查9项 ,

病毒筛查4项 ,影像学检查1项。先后
投入3 0 0多万元增配先进的医疗设
备 ,配备多名具有中高级专业资质
的技术人员 ,按照国家技术规范实
施项目 ,保障了孕前优生健康检查
项目规范实施。二是城乡服务“一
体化”。将符合生育政策、计划怀孕
的农村夫妇和城镇夫妇全部纳入
免费范围 ,实现城乡一体化服务。截
至目前 ,分别为1 . 1万对农村夫妇和
2千对城镇夫妇提供了免费孕前优
生健康检查服务。三是流动人口服
务“均等化”。将符合生育政策、计
划怀孕的流入夫妇纳入免费范围 ,

实现流动人口均等化服务。截至目
前 ,共为300对流入夫妇提供了免费

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服务。四是项目
保障“制度化”。将免费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项目纳入政府计划生育利
益导向政策体系 ,项目经费全部纳
入市财政预算 ,将财政买单、群众受
益的惠民之举落到了实处。年度财
政预算约投入经费300万元 ,保障了
项目实施。

出生人口素质与家庭幸福息息
相关 ,提高出生人口素质是各级党委
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黄岛区人口
和计划生育局大力实施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项目 ,提高计划怀孕夫妇优生
科学知识水平 ,增强孕前风险防范意
识,实现了出生缺陷干预关口前移,为
家庭幸福创造了条件 ,有力地推动了

“和谐人口、诚信计生”建设进程。
（郭宗刚 刘利勋）

定期支付基金热点解读：
每月现金入账 现金支付率≠预期回报率

近期，国内首批“定期支付
型”基金密集发行，成为市场关
注的热点。笔者从建行等渠道
处获悉，该类型产品颇受投资
者欢迎，如目前正在发行的交
银定期支付月月丰债券型基金
就受到了投资者的追捧，咨询

量非常高。据悉，交银月月丰最
大的特色是在保持了债基低风
险的基础上引入了定期支付机
制，使得基金收益更加稳定，因
此广受投资者欢迎。目前来看，
中高等级信用债在安全性和价
值上都要好于低等级信用债。

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开债基7月22日开卖

钱荒危机缓解后，近期
资金面有所好转，把握此契
机，基金公司纷纷加速抄底。
诺安基金日前公告，此前获
批的诺安稳固收益一年定期
开放债基 (基金代码：000235 )

已于 7月 2 2日起正式发行，投
资者可通过工行等代销渠道

以及诺安基金直销中心、网
上交易系统等进行认购。在
业内人士看来，浮动费率这
一突破式设计实现了基金管
理人与投资者的利益同在，
有利于激励管理人专注于基
金业绩的提升，为投资者与
管理人创造最大收益。

社社区区公公益益早早教教，，一一年年至至少少44次次
青岛启动0—3岁早教试点，将建立从业人员培训和资格准入制度

本报7月23日讯(记者 李珍
梅) 本月起，青岛启动0—3岁婴
幼儿早期教育试点，计划三年建
成早教服务体系，开展培训家长、
训练婴幼儿语言等科学育儿咨询
服务。每年为辖区内婴幼儿家长
免费提供至少4次科学育儿指导。

今年年初，青岛被确定为教

育部0—3岁婴幼儿早教试点区域
之一。从7月1日起，青岛正式实施
0—3岁婴幼儿早期教育试点工
作，将用三年时间建成崭新的青
岛早教服务体系。7月23日，青岛
市人口计生委发布全面做好科学
育儿工作的通知。

据了解，青岛将建立全国科

学育儿示范基地，199个和谐幸福
家庭促进计划示范点、和谐家庭
基本公共服务中心(以下统称项
目服务点)全面开展培训家长、训
练婴幼儿语言、认知和运动等科
学育儿咨询服务，形成覆盖全市
的科学育儿公共服务体系。

育儿从业人员要经过培训，

并有资格准入。项目服务点从事
科学育儿工作的人员，需取得“优
生、优育、优教”三优指导师或育
婴师资格，每年定期参加科学育
儿知识培训或讲座，并根据工作
需要安排人员在全国科学育儿示
范基地进行见习。

8月1日至10月31日，项目服

务点将面向辖区婴幼儿(包括流
动人口)及家长开展咨询服务和
训练课程，婴幼儿家长知晓率达
80%以上，一年公益课程不少于4

次。项目服务点每周至少提供2次
咨询服务活动，低保家庭和流动
人口特困家庭的独生子女婴幼
儿，可免费享受咨询服务。

李沧区计划生育协会开展关爱
女孩行动，通过电视、网络、媒体
等形式，积极倡导男女平等，反对
歧视妇女和女孩的社会偏见，鼓励
女孩自立自尊自强，努力学习成
才。充分发挥协会宣传作用，组织
群众系统学习人口和计生法律法
规，增强群众的法治观念，知晓生
殖健康的基本科学知识，增强育龄
妇女生殖健康自我保健意识。在日
常工作中以宣传男女平等、生男生
女一样好的新型生育观念为主要内
容，引导群众逐步转变“重男轻
女”、“传宗接代”的旧生育观
念。

李沧计生协会
关爱女孩

近日，国网莱西市供电公司对
全市配网线路、设备进行全面摸底
排查，建立档案，详细标注设备安
装数据、运行记录、保养周期等，
并合理分配给指定的负责人进行维
护管理，全面提高设备管理水平。

(温英杰)

莱西供电
强化设备管理

3日，即墨实验高中的
吴相斐被中国民航大学录
取，毕业后将进入中国东
方航空公司。经过报名、初
检、英语考核、上站体检、
高考录取等七关筛选，东
航今年在青共招收高中生
飞行学员52名，创历年之
最。吴相斐高考总分 6 4 0

分，为山东民航招飞最高
分。

本报记者 张晓鹏
本报通讯员 于鹏飞

摄影报道

圆圆梦梦

2 3日上午，湘潭路街道对辖
区 1 3 个幼儿园中午就餐进行实
地检查的基础上，组织各园负责
人到四十九中幼儿园讲评。食品
药品监管李沧分局工作人员讲
解了夏季餐饮安全知识及如何
消除食品安全隐患。

活动中还邀请了学生家长到
幼儿园参与座谈，对所关心关注的
学生就餐问题进行交流。最后，发放
致家长的一封信，借此搭建起学生
家长、幼儿园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
之间的食安平台，加强互动交流，加
大监管力度，创食安校园。

湘潭路街道关注
幼儿餐饮安全

承承诺诺包包吃吃包包住住，，到到了了却却无无处处落落脚脚
济青近百大学生胶州打工疑受骗，求助警方回学校

本报7月23日讯(记者 刘腾
腾 通讯员 刘海鹏) 承诺包
吃包住，到了却无处落脚，22

日，90多名来自济南和青岛的
大学生到胶州一家公司打工，
发现情况与中介的描述大相径
庭。感觉受骗上当，学生们只
得报警求助，23日，在民警的
帮助下，学生全部返回学校。

日前，通过网上一家中
介，来自青岛科技大学和山东
财经大学的90多名大二学生联
系了一家位于胶州市阜安工业
园的某家具加工企业打工。这
家中介承诺企业包吃包住，22

日，这90多名大学生起了个大
早，集体坐上汽车到胶州打
工。一行人兴致勃勃地来到胶

州，到了企业才发现，情况与
中介公司介绍的相差甚远，吃
住根本没法安排，不适合这么
多人打工。工资也没有承诺的
高。

工作条件不理想，学生们
感觉受骗上当，只好拨打110报
警电话求助，要求这家地处黄
岛的中介公司退还每人100元的

中介费和50元体检费。
接到求助后，胶州市公安

局阜安派出所的民警立即赶往
现场，了解情况后，一边联系
大巴车，准备把大学生先行送
回学校，一边联系黄岛的这家
中介，争取为学生们挽回损
失。目前，90多名大学生已全
部被送回学校。

网网络络异异常常，，数数名名考考生生志志愿愿没没报报成成
市招考办昨接收数张“超时”志愿填报表，已上交省考试院

本报7月23日讯(记者 李珍梅)

因22日高考志愿填报系统异常，
青岛有考生直到22日24点还没报上
志愿。23日，市招考办接收了三四
份“超时”志愿填报表，已上交
省考试院。

23日上午，市民王先生向记者
反映，因22日高考志愿填报系统被

挤瘫，女儿到晚上12点还没有报上
志愿。给市招考办打电话，说是可以
受理。女儿已经把纸质的志愿填报
表交到了市招考办。“招考办说将报
给省考试院，能不能报上还得等省
考试院那边的消息。”王先生说。

下午，记者电话联系市招考办
信息处，相关负责人介绍，上午确实

收到了三四份超时的志愿填报表。
“昨天网络异常，省考试院也向考生
道歉，并延长了7个小时。我们也一
直值班到12点。”负责人说，22日白
天，咨询电话一个接一个。但从下午
5点到晚上8点期间，他们接到的咨
询电话就越来越少，晚上8点以后几
乎没有考生再打电话了。这说明，晚

上8点以后的网络速度是非常快的。
“按照规定，过了规定的报名时

间，是不能再补报的。不过赶巧昨天
发生了网络拥堵的事，我们就收下
了个别学生的志愿表。”负责人说，他
们已经将这三四个考生的志愿填报
表发传真至省考试院，但能不能报
上，最终还得由省考试院决定。

信息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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