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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城事

菏菏泽泽城城天天然然气气供供应应又又添添““大大动动脉脉””
第二条菏东天然气长输管线全线贯通，市区有望彻底告别“气荒”

本报菏泽11月4日讯(记者

李德领 ) 4日，记者从菏泽市卫

生局获悉，为做好艾滋病患者和

病毒感染者抗病毒治疗及其他

医疗服务工作，菏泽公布11家艾

滋病治疗定点医院，并规定各定

点医疗机构要落实首诊负责制。

市卫生局公布的11家艾滋

病治疗定点医院分别为：菏泽市

立医院、市传染病医院、牡丹人

民医院、曹县人民医院、单县中

心医院、成武县人民医院、定陶

县人民医院、巨野县人民医院、

郓城县人民医院、鄄城县人民医

院、东明县人民医院。

市卫生局要求各定点医疗

机构要加强设备、设施、人员、技

术等能力建设，加强医务人员业

务培训，提高对艾滋病患者和病

毒感染者的综合医疗服务能力，

并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由公布

的定点医院专业医师所在科室

负责，严禁推诿、拒绝为艾滋病

患者和病毒感染者提供诊疗服

务的行为发生。

其他医疗机构在不具备艾

滋病特殊诊疗条件时，要及时做

好会诊和转诊工作。首诊医疗机

构在不具备艾滋病患者或病毒

感染者的诊疗条件时，要严格按

照有关规定及时会诊或转送至

艾滋病定点医疗救治机构接受

专科治疗；如遇不适宜转诊的艾

滋病患者或病毒感染者，应当及

时报告医疗机构所在地辖区卫

生局，由卫生行政部门按照有关

规定组织相关医务人员到首诊

医疗机构开展相关医疗服务工

作。

各县区卫生行政部门要加

强对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感染者

抗病毒治疗及其他医疗服务工

作的监督管理，确保患者得到及

时有效的治疗。

菏泽公布11家

艾滋病治疗

定点医院

本报菏泽11月4日讯(记者 景
佳) 4日下午，由菏泽市广菏天然
气有限公司承建的菏东(菏泽—东
明)天然气长输管线全线贯通。随着
气密实验和氮气置换的结束，源源
不断的天然气从中原油田通向菏
泽城区，这意味又一条通向菏泽城
的输气大动脉正式贯通，今冬城区

正常用气又多了一份保障。
近几年，随着菏泽工业的飞速

发展，现有天然气供给结构和数量
已无法满足需求，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经济发展。自2012年7月开始，菏
泽城区便不同程度出现供气不足
的现象。为了保证充足的气源向城
区居民及工业用户供气，菏泽市广

菏天然气有限公司于2011年筹资
3000余万元，铺设了菏东(菏泽—
东明)天然气长输管线，起点为东
明中原油田采油六厂，终点为广菏
公司城市门站（重庆西路）。管线全
长27KM，管径φ219，设计输气能力
30万方/日。

“这条管线的开通，将很好地

解决城区中华路以北、牡丹路以
西的用气问题。”菏泽市城市管理
局公用事业科刘福启介绍，这是
东明至菏泽的第二条天然气输气
管道。第一条管线由菏泽中石油
昆仑燃气有限公司承建，气源也
是东明中原油田采油六厂自产
气，两条管线全部启用后，市区天

然气供应有望彻底告别“气荒”。
目前，市区建成天然气调峰

储气站1座、门站3座，已敷设高压
管网54 . 6公里、中压管网160公
里、庭院管网220公里，形成了覆
盖全城区的环状供气网络，市区
已发展民用户11万户，管道燃气
普及率达到80%。

本报菏泽11月4日讯(记者
张建丽) 1日，菏泽市总工会七
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会
上提出努力实现全市工会工作新
突破，创新服务手段，把经常性服
务与项目式、订单式服务结合起
来，主动承接政府转移的公共服
务职能和向社会购买的服务项
目，加快融入公共服务体系。还要
进一步加强乡镇工会建设。

菏泽需要始终把维权服务
放在首要位置，另一个是保障

性服务，扩大服务对象，在继续
做好对一线职工、困难职工、农
民工等服务的同时，加强对青
年职工、知识分子的服务。在继
续为职工群众提供物质服务、
生活服务，做大做强送温暖、送
清凉、送岗位、金秋助学、“19援
助日”、爱心行动、女职工关爱
行动、爱心公交卡等工作品牌
的同时，提供更多高水平的精
神性、发展性服务。创新服务手
段，把经常性服务与项目式、订

单式服务结合起来，充分挖掘
工会自身潜力，积极争取和有
效运用各种资源。加强困难职
工帮扶中心和站点建设，主动
承接政府转移的公共服务职能
和向社会购买的服务项目，加
快融入公共服务体系。

同时，要进一步加强乡镇
工会建设。当前，乡镇工会建设
面临着许多难题，缺少编制、人
员、经费的问题尤其突出。新修
改的《中国工会章程》中明确指

出，乡镇“具备条件的，建立总
工会”，这给乡镇工会建设留下
了很大空间。要创新机制，以新
的思路和方法，在解决存在问
题上有所作为。比如，可以从上
解经费中给乡镇留成一部分，
解决缺钱问题；可以采取从社
会上招聘的办法，解决缺人问
题。要认真研究中小企业、外商
投资企业工会组建工作，采取
单独组建、联合组建的方式，不
断扩大工会组织覆盖面。

菏泽市总工会七届七次全委(扩大)会议召开

““进进一一步步加加强强乡乡镇镇工工会会建建设设””

作为上海大众斯柯达精心打
造的全新旗舰车型，New Superb
速派融汇了百年斯柯达造车精华
和大众汽车集团先进技术，凭借时
尚雅致的设计和优越高效的性能
赢得众多消费者青睐，特别是众多
跨级的智能配置将科技与人性化
关爱完美融合，带来高品质的驾乘
体验，深受消费者喜爱。
领先科技营造安全环境

自动泊车系统并非豪华轿车
的专享。作为一款主流高级轿车，
New Superb速派以科技为先导，
配备了领先同级车型的PLA 2 . 0
智能泊车辅助系统，帮助车主特别
是新手轻松实现安全、便捷驻车。
New Superb速派配备的升级版智

能泊车辅助系统能在狭小的位置
通过多次移位实现水平停车，并有
开车出库的功能，帮助车主在狭小
空间里将车辆驶出，还特别新增垂
直泊车功能，更加符合车主的日常
驻车习惯。配合车身上的12个雷达
传感器，New Superb速派能全方
位探测车辆周围情况，精确反映车
辆周围物体距离，提高驻车的安全
性。此外，New Superb速派还配备
了智能倒车影像系统和数字式无
盲区PDC倒车雷达，全面保障驻车
安全。

为 了 提 升 行 车 安 全 ，N e w
Superb速派以领先的照明技术打
造出全面贴心的智能灯光系统，带
来安全、节能的照明体验。New

Su p e r b速派全系配备了晶璨水
晶切割双氙气大灯，近光和远光
均采用同一灯泡，通过灯泡后部
的反光板前后活动改变灯光照
射的远近，确保在远近光变化时
始终有最强的光线照射地面，避
免灯光延时。New Sup e r b速派
的前大灯还拥有诸如AFS随动
转向、弯道灯光随动转向、坡道
高度自动调节、前雾灯转向辅助
照明等全方位的照明辅助功能，
确保车辆在各种工况下的行驶
安全。而完善的智能控制功能更
有助于New Superb速派警示后
车，比如在高速公路上变道时，
如果拨动转向灯开关，打开的双
跳灯将自动从双闪状态切换到

转 向 灯 状 态 ，及 时 提 醒 后 方 车
辆。
智能配置悦享超凡品质

在娱乐系统上，New Superb
速派提供了智能语音多功能导航
系统、6碟CD娱乐播放系统以及单
碟CD娱乐播放系统三种选择，带
来高品质的视听享受。New Su-
perb速派全系配备了高保真八声
道立体环绕音响，前后排两侧各有
两个中低音喇叭和两个高音喇叭，
令音质效果发挥得淋漓尽致；标配
的AUX IN接口和SD卡槽，可以
直接读取各种SD卡、手机以及便
携音频播放设备连接中的音频文
件，让音乐播放更为随心所欲、方
便快捷；更标配同级车型中罕见的

后排220V电源接口，满足车内人
员对笔记本电脑、车载冰箱等电子
产品的使用需求。New Superb速
派的音响还具备独特的音场中心
自定义功能和GALA随速音量自
动调节功能，让不同座位上的人都
能随时随地享受到最优质的音响
效果。此外，New Superb速派标配
的蓝牙手机系统能同时匹配和存
储五部手机的蓝牙信息，并可以通
过多功能方向盘上的控制按钮接
听电话，轻松实现车内免提通话。

作为上海大众斯柯达全新推
出的主流高级轿车，New Superb
速派以跨越同级的智能配置引领
旗舰风范，为消费者带来非凡的品
质体验。 (张虹)

跨级配置 尊享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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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家有有孕孕妇妇孩孩子子 警警惕惕甲甲醛醛危危害害
本报“爱心检测大行动”昨日为7户市民提供免费检测

本报菏泽11月4日讯(记者
赵念东 ) 4日，来自菏泽市

质监局质检所的义工先后为
水岸嘉园、陶然美地等7个小区
的7个幸运家庭免费检测新修
房甲醛含量。

水岸嘉园小区8号楼的刘
先生今年6月装修的新房，但由
于女儿体质较弱,容易过敏，一
直没有入住。刘先生说，他在
装修新家时，都是尽可能简
单。但对于室内空气是否对女
儿身体有影响，他依然很是担
心。“根据检测结果就能知道
现在能不能入住了。”刘先生
说，这次“爱心检测”让他心里
的石头落了地。

“房子装修不到四个月就住
进来了，现在正打算要个孩子，
不知是否合适？”陶然美地小区
业主李先生心中充满疑惑。

“甲醛对人体的影响很大，
尤其是孕妇跟孩子。”质检所检
测员黄宝莹说。据了解，甲醛可
造成人记忆力减退以及植物神
经紊乱等；孕妇长期吸入可能导
致胎儿畸形，甚至死亡。

夏天气温高,甲醛释放较
快。黄宝莹建议，市民在装修
房子时最好选在春季，经过一
个夏天再入住。

黄宝莹提醒市民，装修新
房时，尽可能简单，购置实木
家具，平时一定要做到多通
风，尤其是冬季，同时室内放
一些吸收甲醛的大叶植物。

本次公益活动结束还有2
天，快来拨打13905303003报名
吧！

周先生 156……0577 鑫苑花园小区

李根深 153……8029 陶然美地小区

刘先生 133……8618 水岸嘉园小区

王关正 152……0008 时代奥城小区

今日幸运家庭名单▲房间甲醛含
量过多，对抵抗力
低的小孩成长影响
很大。

本报记者 邓
兴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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