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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进入12月份以来，国
网沂源县供电公司以农电“四个服
务”为宗旨，深化“彩虹工程”常态运
行，以“国网山东省沂源县供电公司
为民服务彩虹行动”活动为契机，狠
抓优质服务建设，深入田间地头、学
校集市，广泛宣传科学用电和安全
用电，提高了全社会安全用电知识。

16日，该公司深入推进“农村用
电安全强基固本工程”，按照“政企
联动、乡村实施、多措并举、标本兼
治”原则，建立健全了农村用电安全
监管及电力设施保护工作体系，加
快了实施农村用电安全标准化建
设，加大了农村电力设施治理改造
力度，从根本上筑牢了农村用电安
全基础，全面提升供用电安全保障
能力。

另外，该公司细化完善了用电
安全宣传工作措施，以“安全培训进
课堂、 安全宣传进村镇、安全图册
进农户”的安全宣教“三进”活动，结
合新闻媒体安全宣传，构建覆盖乡、
村、农户、多种形式的全方位、立体
式用电安全宣教机制。

(徐君 赵文锦 桑梓强)

“彩虹服务”助推

农村用电管理

本报讯 2013年沂源县东里镇
大洼村农网升级改造工程得到上级
批复，于11月底开始破土动工。由于
村内供电半径长，用户分散等原因，
村内的线路分成两个台区，需新建
10千伏线路0 . 65公里，低压线路2 . 52

公里和195个居民用户和11个动力
用户的下户线计量装置设备需要改
造。由于工程量大，工期短，人员少
的因素，他们顶严寒、冒风雪夜以继
日地奋战在一线上。

国网沂源县供电公司考虑到冬
季大雪节气前后会封冻的缘故，两
个台区的工程来了个双管齐下一块
干，抢在天气封冻之前不影响工程
进度。

截至12月16日，在克服了工程
紧、天气差、人员少的情况下，完成
了34基的电杆更换、组装工作，只要
电杆抢在封冻之前更换完成，即使
在以后的日子里，天气多么寒冷，也
不会影响工程的进展了。

(徐君 赵文锦 孙兆军)

国网沂源供电：

抓住“黄金季”
一线网改忙

17日，记者从市妇幼
保健院、张店区医院等多
所医院获悉，近日各医院
婴幼儿呼吸道疾病患者
数量明显增加。据医生介
绍，除了该疾病高峰期已
至，近期雾霾频现，空气
质量差也成为主要诱因
之一。

本是疾病高发期，又遇雾霾来“添乱”

提起患病原因，多位医生
表示，除了现在正值小儿呼吸
道系统疾病的高发期，雾霾对
近期患者的增加也产生了明
显影响。

“现在的患儿多是因为病
毒感染或是因为天气寒冷所
致，但雾霾的影响是不能忽略
的。对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
说，呼吸道比较狭窄，如果空
气质量不好，很容易引发呼吸

道疾病；再加上今年气温普遍
偏暖，病毒的生存时间也较
长，所以高峰期的时间也较
长。”夏医生表示。“按照往年
的经验来看，此次婴幼儿呼吸
道疾病高峰期已经到来，预计
将持续到明年的三月份。”

“婴幼儿免疫力差，如果
空气质量不好，肺炎、哮喘等
疾病也极易复发。由于引起雾
霾的主要是PM2 . 5，微小颗粒

会诱发呼吸道的过敏反应，并
对呼吸道黏膜造成损害，从而
降低呼吸系统的排毒能力，加
重或诱发婴幼儿各类呼吸道
疾病发生。”姚运德说。

同时，各医院医生表示，
因为婴幼儿相较成人来说，对
空气中有害物质抵抗力更弱，
雾霾来袭，有害颗粒物更容易
进入婴幼儿呼吸系统，所以更
容易发病。

患者增了一倍
2岁内孩子最多

在张店区人民医院小
儿科门诊前，记者看到，前
来就诊的患儿及家长已排
满了整个走廊；而在市妇
幼保健院儿科，走廊上也
挤 满 了 小 儿 患 者 正 在 输
液。据张店区医院小儿科
主任姚运德介绍：“最近几
天，来就诊的小儿患者确
实有明显增加，其中多是
患有呼吸道系统疾病。经
过诊断，其高发可能与最
近一段时间雾霾严重、空
气质量差、气候寒冷干燥
等环境因素有关。”

“在我们医院，该类疾
病的患儿也有明显增加。
从住院人数看，平时每天
在1 6 0人左右，而现在能到
2 2 0人左右。从门诊接诊上
看，平时每天接诊人数在
200人左右，现在则在300—
4 0 0人，比过去平均增加了
大约一倍。来就诊的患儿
多在2岁以内，其中6个月到
1岁间的孩子占了大部分。”
市妇幼保健院儿科副主任
医师夏顺刚告诉记者。

据夏医生介绍，患儿
症状多表现为发烧、咳嗽
和喘，经诊断常见为毛细
支气管炎。“现在每天来就
诊的患儿很多，不过对于
这种情况，医院早就有所
预估，并做好了充分的准
备。毕竟这类疾病与流感
不同，只要经过耐心治疗，
一般都可以痊愈，家长不
需要过于担心焦虑。”

市邮政局和淄博移动合力送文化进乡村，百姓将免费读到齐鲁晚报

550000家家免免费费““读读报报点点””元元旦旦启启动动
本报12月17日讯(记者

张汝树) 17日，记者从市邮政
局了解到，自明年1月1日起，
全市500家农村“读报点”将正
式启用，向市民免费开放；市
民可阅读到包括《齐鲁晚报》、

《新华每日电讯》等在内的多
份主流大报。

据了解，此次活动是由淄
博移动公司、淄博市邮政局合
作举行的，是让利于民的“送
服务进农村”活动。从明年1月
1日起，淄博五区三县的500家
邮政便民服务站点、移动便利

店同时启动该活动。在这些
“读报点”里，居民可以免费阅
读包括《齐鲁晚报》、《新华每
日电讯》、《山东科技报》、《青
年文摘》等多种党报党刊和生
活类报刊杂质，这500个读报
点将成享受全民阅读乐趣的
好去处。

“通过读报点的建设，旨
在充分发挥邮政便面服务站
点、移动便利店的优势，搭载
党报党刊、新闻快讯、农技科
学等，为广大群众提供便民惠
民的服务，让阅读成为一种全

民风尚，让文化进乡村，科技
兴农，助力中国梦。”市邮政局
局长王冬生介绍说。

据了解，本次活动只是
“读报点”建设的一个前期活
动，后续还将在全市范围内将

“读报点”逐步扩大到1000到
1500个，力争全市城乡覆盖率
达到80%。在此同时，中国移动
与中国邮政还将开展送服务
进农村、送祝福进农村、送实
惠进农村等多个活动，让群众
得到实惠。

“读报点进农村，有利于

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推动新
农村建设，也有利于农民们学
习新政策，了解新信息和学习
新科技，有利于促进农业发
展。”王冬生说。

17日，在其中一处试运行
的读报点，记者看到，读报架
上已经挂了多份报纸，种类很
丰富，有适合老年人看的，也
有适合年轻人看的。“这读报
点建设的好，报纸选取也丰富
全面，市民能在这里免费看到
多份报纸和期刊，学习起来很
方便。”市民刘女士说。

儿儿童童呼呼吸吸道道疾疾病病患患者者翻翻一一番番
雾霾是主要诱因之一，高发期预计将持续至明年3月份

本报记者 樊伟宏

药物别乱用，重点警惕抗生素

无论是婴幼儿呼吸道疾
病还是消化道疾病，各医院医
生都表示，家长在未求医之
前，一定不能乱用药物，尤其
是乱用抗生素。

“别乱用抗生素，没有一
种特效抗病毒药物能完全治
疗这些疾病，其实只要按部
就班地进行正常治疗就可以
了。”夏医生表示。“在这一点
上，医院已经卡的非常严格，

但是还是有很多家长并不理
解，孩子一生病自己就着急
了，开始吃各种各样的消炎
药，其实都是不对的。”夏医
生说。

“大量使用抗生素是无
效的，而且滥用抗生素容易
损伤孩子的免疫功能，使孩
子更容易患病。现在接诊的
患儿中，医院都要求凡是需
要用到抗生素的，需要向医

院进行申请。”姚运德说。
“对于呼吸道疾病防治

来讲，可以给孩子佩戴口罩，
但是一定要注意佩戴方法。
尽量只在外出时或者从温暖
环境到寒冷环境时佩戴，佩
戴时间不宜过长。要保持室
内湿度，不要太干燥，注意空
气流通。对于消化道疾病，要
注意生活卫生等。”夏医生强
调。

张店区医院小儿科医生姚运德正在为患儿听诊。 本报通讯员 徐海清 摄

潍柴汽车起航在即

研发储备保驾护航

本报讯 据记者了解，潍柴汽
车品牌发布会将于下周在京举行。
潍柴汽车相关人员透露，届时潍柴
集团相关领导、潍柴汽车管理团队
核心成员以及汽车行业相关嘉宾等
会出席发布会。此次潍柴汽车品牌
发布对于潍柴集团来讲意义不凡，
对中国汽车行业也是一件锦上添花
的盛事。

研发储备构建保障。随着集团
快速战略布局，人力资源、研发保障
的投入也翻了几倍，目的就是为科
研人员提供能够发挥个人最大潜力
的项目平台，为实施战略保驾护航。
根据最新统计，目前潍柴集团从国
内著名高校和行业知名企业引进了
本科以上学历人员3000余人，其中
博士35人，硕士1500人，其中不少是
海外高端人才。重庆研发中心现在
已经有400余人的研发团队，其中有
近20位是海归专家，将来整体研发
团队还会继续扩张达到1500人，达
到国内领先的研发水平。

婴幼儿秋季腹泻，高峰期趁势延长
除了呼吸道疾病患儿增加，记者同时从各医院了解到，秋季腹泻患儿人数也有明显增长。
“顾名思义，秋季腹泻往往发生在每年10月份前后，多是因为肠道病毒引起，高峰期一般能

持续一个多月。但是由于今年气温比以往偏暖，所以该病高峰期出现了延长情况，预计也将持
续到明年3月左右，这在过去还是比较少见的。”夏医生表示。“现在医院接到的患儿中，除了呼
吸道疾病患儿，就是这类疾病患儿较多，增长情况在今年很明显，较以往同期增加了1/3左右。”

同时，夏医生也表示，通过治疗，这类患儿一般在7—14天后就可以痊愈，不需要过于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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