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家好，我叫李若菲，叫我菲菲就可以。我刚满一周岁。我是
个活泼、又有点小淘气的小妹妹哦。我每天最喜欢的就是玩，虽然
我有时候有点太调皮但是我还是非常乖的。爸爸妈妈希望我越长
越漂亮，快快乐乐、健健康康地成长！看我带着蝴蝶结多可爱呀，
我笑的美不美呀？好啦，今天的天气预报播
报就由我来主持吧！

莱芜天气预报

24日 星期三 多云 24～33℃ 南风3～4级
25日 星期四 雷阵雨 24～32℃ 南风3～4级
26日 星期五 雷阵雨 24～30℃ 南风3～4级

生活指数：
运动指数 请适当降低运动强度并注意户外防风。
洗车指数 无雨且风力较小，易保持清洁度。
感冒指数 感冒机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过敏指数 除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
穿衣指数 适合穿短衫、短裤等夏季服装。
旅游指数 天气较热，但风大能缓解较热的天气。
紫外线指数 辐射中等，涂擦SPF大于15、PA+防晒护肤品。

“聊天”宝贝征集启事

本报免费征集“聊天”宝贝，家长可将宝贝照片及个人资料

(姓名、出生日期、所在幼儿园或者学校、个人爱好、特

长 以 及 父 母 的 期 望 等 ) 发 送 邮 件 到 q l w b j r l w @

163 .com,也可将资料送至莱芜市文化北路46号市工

商局七楼齐鲁晚报·今日莱芜编辑部。欢迎幼儿园

及儿童摄影机构组团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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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莱芜

资讯

李李若若菲菲

本报7月23日讯 (见习记者
于鹏飞) 莱芜市2013年技师、高
级技师职业资格申报评审工作正
式启动，符合条件的人员须及早向
所在单位申报，单位务必于8月30
日前将评审高级技师的有关材料、
9月30日前将评审技师的有关材料
上报，逾期不再受理。

在国家已公布职业标准且设
有技师、高级技师等级的职业(工
种)内，晋升技师应具有高级工职
业资格且任职2年以上,晋升高级
技师应具有技师职业资格且任职3
年以上。对企业老职工和有突出贡
献或特殊技能的人员可适当放宽
申报条件。另外，社会从业人员可
直接将材料报到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市机关大楼
612房间，联系电话：6213594)。

技师、高级技师

申报评审启动

莱芜横店
影城一岁啦！7
月26日—28日
周年店庆，进
店有礼！影城
携手众商家一
起给您带来超
级大礼包！看一场电影，经历另一
段人生，横店影城全国连锁，横店
会员卡全国通用，莱芜唯一一座独
栋五星级大屏幕电影院，给您莱芜
最棒的视听震撼！加入VIP会员，天
天免费电影看到爽！ 扫描加入微
信有机会获得明星签名照！观影咨
询热线：0634—6317888 观影地
址：莱芜市凤城西大街60号二楼
(原济南人民商场)

横店影城

声明
左素平大地保险公司机动车辆

(保单流水号：211000110300524311，
发票流水号：600037112800131134)
丢失，特此声明。

本报7月23日讯(见习记者 于
鹏飞 通讯员 郭增辉) 近日，莱
芜市食品药品稽查支队查处两起
医疗器械违法案件。

据了解，支队执法人员在日常
监督检查中，发现辖区内某药房现
场存有聚能TDP灸疗贴(标示：重
庆凯丰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生产，注
册号：渝食药监械 (准 )字 2 0 0 9第
2260034号(变更)，生产日期：2012/
06/09，产品批号：06120602，有效期
至2015/06/08)，该产品不在国家总
局公布的不需申请《医疗器械经营
企业许可证》的13种第二类医疗器
械产品目录内，需要办理经营许可
证。经核实，该药店未取得《医疗器

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涉嫌无证经
营二类医疗器械。

另外，稽查支队执法人员在对
某药品零售连锁企业进行监督检
查时发现，该企业经营的筋骨止痛
贴(标示生产单位：绥化市亿源达
医疗器械生产有限公司，批准文
号：黑绥食药监械 (准 )字 2 0 1 2第
1640003号，生产日期：20130305，产
品批号：1303002)，在国家总局网站
查询不到上述产品，怀疑上述医疗
器械为未经注册。经向绥化市食品
药品监管局协查，确认上述医疗器
械为未经注册。

目前，上述案件均已立案，正
在进一步调查处理中。

由红星建材城主办，领秀
建材联盟承办的2013领秀联
盟十大品牌半价特供会于7 . 27

日13:28分在馨百酒店二楼馨
百厅举行。参加的品牌有：今
顶集成吊顶、诗尼曼整体衣
柜、L&D陶瓷、法恩莎卫浴、大
信整体厨房、3D木门、兰舍硅
藻泥、德国爱仕壁纸、伊丽莎
白窗帘、欧阳家具。联盟负责
人告诉记者：“这次活动是半
价特卖，现场会有五个特供活
动，对广大消费者来说是一次
极其难得的省钱机会。活动咨
询热线6889707。”

特供一：0元抢十万 轻
松实现家居梦；特供二：逛店
乐享章 领秀联盟送好礼
特供三：半价购电器 美的电
器来帮您 特供四：过百就减
半 单品零售工程价 特供
五：定单就免单 万元现金等
您拿

买建材
送家电

两起医疗器械违法案件被查

本报7月23日讯(见习记者
郭延冉 通讯员 胡安迎)

“普通老百姓只要符合贷款条
件就能办理无息贷款，这是政
府为咱们创业者办的实实在在
的好事。”7月份，钢城区人社局
发放的8万元无息贷款，让韩东
菊扩大店面规模的愿望得以实
现。

韩东菊是钢城区九龙实业
公司的下岗职工，下岗后，她经
营了一家美容店。自去年开始
她就想扩大规模，但资金问题
却让她犯了愁。今年，在参加由
钢城区人社局举办的第三期创
业培训班时，韩东菊了解到了

小额担保贷款的优惠政策，并
立刻申报了贷款。从递交贷款
资料开始，用了不到十天的时
间，8万元的无息贷款就放下来
了。

据了解，钢城区人社局自
今年3月份开始开展创业小额
担保贷款工作，全面落实积极
的就业创业扶持政策，让大批
创业者受惠。截至目前，全区共
审批贷款手续136件，审核通过
106件，发放创业贷款736万元，
40件贷款手续正在审批中，发
放贷款创业项目涉及养殖、百
货、服装、机械加工等行业，带
动就业700人。

736万担保贷款带动700人就业

本报7月23日讯 (见习记者
冯建华 通讯员 李春燕 ) 2 3

日，记者从莱芜市疾控中心获悉，7

月17日-22日，莱芜市卫生局组织
专家组对两区、各经济园区推荐的
15处预防接种门诊、4处产科接种
室进行了“群众满意预防接种单
位”考核评审。通过评审和群众测
评，将评选出7个市级“群众满意预
防接种单位”，并推荐2处参加省级
评选活动。

为提升莱芜市预防接种服务
能力和水平，推动“三好一满意”活
动，莱芜市疾控中心专家成立评选
小组通过查资料、看现场、访谈等
方式，对照评审标准，从接种单位
硬件条件、人员配置、接种实施、疫
苗管理及资料管理等方面进行了
全面细致的评审，同时开展了群众
满意度测评。

莱芜评选
群众满意接种单位

本报7月23日讯(见习记者
冯建华 通讯员 亓明宝 ) 23
日，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莱芜
市民政局面向全市开展大病医
疗救助工作。截至目前，拟定救
助的困难家庭91户，共需发放医
疗救助金20 . 25万元。公示时间
为7月19日到25日。

莱芜市民政局将城乡大病
医疗救助制度纳入全民基本医

疗保障体系，积极采取措施做好
救助工作。据相关工作人员介
绍，救助工作严格按照《莱芜市
困难家庭大病医疗救助暂行办
法》规定的申请、审核、审批程序
操作。在条件相同的情况下，以
困难程度作为救助的主要依据，
不得擅自扩大救助范围。

据了解，各级各单位对救助
条件、标准、救助对象及整个操

作过程全面公开，禁用暗箱操
作。在单位公示时间不少于5天，
并及时将申报材料报审批科室，
逾期不再受理。同时，在受理及
审核医疗救助材料时，严格把
关，不弄虚作假，不搞亲情和关
系救助，确保上报的医疗救助材
料真实有效。一旦发现上报材料
存在虚假成分及家庭成员收入
明显超出救助条件的，对相关单

位责任人进行批评教育，要求其
立即改正，改正不力的，取消单
位申报资格。

据悉，2011年以来，全市各级
民政部门共救助大病城乡困难群
众5517人，发放医疗救助金1014
万元，资助资助12 . 1万人次参加
城镇居民医保或新农合，有效缓
解了困难群众看病难、看病贵及

“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等问题。

9911户户困困难难家家庭庭
将将获获2200 .. 2255万万元元医医疗疗救救助助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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