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枣庄8月11日讯(记者 赵艳
虹 通讯员 贾方团 李方立) 自
8月份开始，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在
山亭区启动实施“复明工程”，将为
山区100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
手术，合计免除手术治疗费用20余万
元。

9日，滕州市中心人民医院眼科
专家在山亭区人民医院为4名贫困白
内障患者成功实施免费手术，正式
拉开了为山区白内障患者开展“复
明工程”的序幕。

据悉，为促使滕—山一体化医
疗卫生区域合作再上新台阶，滕州
方面继续加大对山亭区医疗卫生工
作扶持力度。自8月份开始，滕州市中
心人民医院在该区正式启动实施

“复明工程”，受益群众范围不断扩
大，将为山区100名贫困白内障患者
实施免费手术，合计免除手术治疗
费用20余万元。此举进一步缓解了山
区贫困群众“看病难”问题，受到当
地群众的一致赞誉。

百名白内障患者
将享免费手术

本报枣庄8月11日讯(记者
白雪岩 ) 新城东山华府的

颜先生原本高兴地要搬入刚
装修好的新房子，却发现房屋
莫名出现积水。物业砸开地砖
后才知颜先生家的水表被接
错。积水原因不在于业主，但
业主因此遭受的损失却迟迟
得不到解决。

9日，记者来到颜先生在
东山华府购置的一套新房，还
未进门，就看到他家门口一块
被砸的坑，坑一直延伸到颜先
生家屋内，坑里白色的水管显
露在外面。

“你看我这刚装好的门套
就被淹出了裂缝，墙漆也花

了。＂颜先生告诉记者，他原
本打算今年农历六月初六搬
家的，可就在准备搬家的前几
天，他来给新房子通风、晾味
时，发现自家门外积满了水。
除了门口的积水外，更让他感
到奇怪的是门口墙壁上、门套
都被浸湿。于是，颜先生找来
物业以便一探究竟。

“当时，水表箱都看了，没
发现有漏水的地方，然后就砸
开屋里和屋外的地砖，看看是
不是下面的水管出了什么问
题，谁知打开后一看没事。＂
颜先生说，没发现问题在哪，
物业找的那名维修师傅突然
想起来什么，他说可能是上次

疏通水路时把东西两户的水
管接错了，于是维修师傅又检
查了一下门外的水表发现确
实接错了水表，师傅对水表重
新安装后，就不再有渗水现象
了。

颜先生告诉记者，之所以
有那么多积水，是因为准备装
修房子前物业检查了一遍房
子，发现水路不通，物业就找人
来维修，不料把水管接反了，从
那时就开始有渗水，时间一长，
水从地下往上一直阴到墙壁和
门套。

积水的现象是解决了，但
颜先生家的地板被撬开、门套
被淹裂开，物业对此一直没有

给予解决。颜先生说，积水是物
业维修出的问题，他家受到的
损失希望对方能够给与解决。
损失其实并不大，但物业方面
一直拖了一个多月都没解决。

9日，颜先生当着记者的面
再次拨通小区物业一位褚姓经
理的电话，对方承认过失在于
物业，损失的事他表示会买两
块砖把颜先生的地砖补好，至
于门套、墙壁的损失希望互相
担待一下。颜先生对此并不满
意，他说，门套花了九百多元，
刚装上没多久就裂开了，墙壁
新刷的就被浸泡变花了，这损
失虽然不多，但理应由物业来
承担。

出出租租车车起起步步价价变变六六元元
收费新规抵不过气价上涨，的哥称现收入没大变化

本报枣庄8月11日讯(见习
记者 杨兵三) 8月7日起，枣
庄市出租车加收的1元燃料附
加费，由起租2公里后开始收取
调整为从起租时开始收取，出
租车起步价5元/2公里保持不
变，这样市民再打车时一上车
就要6元车费了。

11日上午，记者在市中区西
昌加气站看到，在加气站有十
来辆车在加气，几日前排长队
加气的情况已经看不到了。加
气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燃
气价格调整后，加气站的工作
已经基本恢复正常了，不再限

时限气。一位前来加气的出租
车师傅告诉记者，现在加气不
用等那么久了，但有时候车多
了也要等半个小时左右。

记者从相关人员那里获
悉，因为油改气的私家车数量
增多，已经和出租车数量不相
上下，所以之前调整了车用天
然气价格，主要是为了保证民
用燃气充足供应。

记者在加气站看到了相关
文件，“车用天然气销售价格每
立方米上调0 . 50元，由现行3 . 80

元/立方米调整为4 . 30元/立方
米。”私家车主刘先生告诉记

者，现在油价太高，相比较而言
还是用气比较实惠，所以他就
把车改成了用燃气车。

虽然这次价格调整，出租车
起步就要收6元钱，但出租车司
机对此似乎并不满意。出租车
郑师傅告诉记者，这次调价，只
是把出租车的燃油附加费调整
上来了，但是没有调整里程价
格。原来跑长途每公里的成本
价是0 . 4元，现在调整价格后每
公里的成本价要达到0 . 45元，原
来跑20公里要花费8元的燃气费，
现在则是要花费9元。另外郑师
傅还告诉记者，只有30%的人打

车不超过2公里，这只是对他们
这一小部分人加的，对于出租
车司机们的整体收入并没有多
少提高的作用。

“就这点路就要6元，这也太
贵了，原来不是都5元吗？”11日市
民刘女士向记者抱怨道。刘女士
说，自己今天才知道出租车价格
调整了，自己还专门看着计价
器，明明没到两公里，下车司机
却要收6元。市民王先生则是另
外一种观点，王先生告诉记者，
他一般2公里以内都不打车，所
以燃料附加费对他没什么影响，
只要里程价没涨就没事。

本报枣庄8月11日讯(记者 赵艳
虹 通讯员 贾方团) 为提高了山
亭区广大农村妇女的健康意识和健
康水平，2009年山亭区被省卫生厅列
为宫颈癌免费筛查四个项目县之
一，2013年度农村妇女宫颈癌检查项
目启动以来，山亭区已完成检查6884

人。
8月8日，城头镇长巷村56岁的张

女士，听说镇卫生院的医务人员入
村免费进行宫颈癌筛查，放下手中
农活就直奔村委会去查体。“来查查
还真不错，有病赶紧早治，没病查查
也放心，干啥都不如有个好身体重
要！”

据悉，该区2013年农村妇女宫颈
癌检查项目于7月24日正式启动。今
年将有1 . 5万名35岁至64岁的农村妇
女再次享受到免费妇科健康检查服
务。项目启动半个月以来，10处镇街
卫生院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迅速行
动，广泛宣传，精心组织，抽调专业
技术人员开展此项工作。截至目前，
全区共完成检查6884人，区妇保院对
检查过程中急需做阴道镜的20名患
者实施了阴道镜检查，为9例患者实
施了病理采样。

据了解，从2009年开始，山亭区
被省卫生厅列为宫颈癌免费筛查四
个项目县之一，全区35岁至64岁的农
村妇女均可享受到这一惠民政策，
以提高宫颈癌早诊早治率，降低死
亡率。

1 . 5万农村妇女
可免费查宫颈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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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枣庄

民生

未未入入住住新新房房莫莫名名积积水水
地板被砸，门套被淹，物业迟迟不来修

本报枣庄8月11日讯(见习
记者 殷悦) 一年一度的高考
招生工作即将结束，为帮助今
年高考特困新生顺利入学，完
成学业，成才报国，滕州市慈善
总会日前开展了“慈善助学圆
梦”救助特困大学新生活动。符
合救助条件的学生，可以到当
地慈善分会申请。

记者从滕州市慈善总会获
悉，“慈善助学圆梦”救助特困
大学新生活动救助条件为具有
滕州市户籍，参加2013年全国普
通高等教育入学考试，经省招

办正式录取的全日制本科大学
新生(考取师范、农林、军校等专
业免交学费的学生和已享受其
他助学救助的学生除外)，其救
助标准为：(一)孤儿，全部纳入
总会救助范围，每人给予4000元
的入学救助，同时，大学四年学
习期间每月代发720元孤儿生活
补助费；(二)城乡低保家庭的学
生，全部纳入总会救助范围，每
人给予4000元的救助；(三)对于
因灾、因病等原因造成家庭特
别困难，无力支付学费的城乡
特困家庭的学生，通过市直党

委系统、各有关单位上报的，由
总会进行救助，每人给予2000元
的救助；其他特困新生主要由
所在镇(街)慈善分会进行救助。

凡符合上述救助条件者，
由本人到所在镇(街)的慈善分
会、市直党委系统或工矿企事
业单位申请救助，填写《滕州市
慈善救助特困高考新生申请审
批表》，是孤儿或是低保家庭
的，要同时填写《山东省高等教
育新生入学救助申请审批表》；
同时提交考生身份证、2013年高
考准考证、高校录取通知书、高

考分数单、户主身份证和低保
证的复印件；以上材料均需一
式两份。

各镇(街)慈善分会和市直
党委系统、工矿企事业单位负
责对申请救助人员的家庭经济
等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市慈善
总会组织人员进行抽查审核，
经审核符合救助条件的，向社
会进行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对
于公示无异议的人员，于8月底
前予以救助。领取救助金后无
故不按时入学的，将追回其领
取的救助金。

滕州“慈善助学圆梦”活动启动

特特困困大大学学生生有有望望获获四四千千元元救救助助

11日上午，一些出租车在一加气站排队加气。 本报见习记者 王磊 摄

冠脉搭桥手术
枣庄也能做了

本报枣庄讯 由北大心血管中
心与枣庄矿业集团中心医院联合创
办的国际心血管疾病诊疗培训中
心，8月11日成立。据悉，这在山东还
是第一家。

枣庄矿业集团中心医院是一所
有着57年历史的现代化医院，今年投
入上亿元建成了心脏大血管病区，
和国际先进的数字化复合心血管手
术间。这所医院与国际知名心血管
专家万峰为首的北大心血管中心团
队的合作，为山东首家，其非体外循
环不停跳冠脉搭桥术，在心脏不停
止跳动的情况下可以顺利完成冠脉
搭桥，较之传统的心脏手术中使用
体外循环，即先让心脏停止跳动，靠
机械维持血液循环，手术完成后再
让心脏复苏的手术，对心脏的损伤
大大减少，可有效提高跳冠脉搭桥
术的安全和成功率。

这一国际最先进的冠脉搭桥
术，目前在山东省尚属第二家(潍坊
第一家)，鲁南第一家。这对于山东、
尤其是鲁南地区的心脏病患者是一
个福音，不用去北京和潍坊，在枣庄
就可完成冠脉搭桥手术了。

(通讯员 秦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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