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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

城事

本报讯 桓台县起凤镇立足实
际，不断构建并完善幸福家庭的内
容，通过开展每月一次的新婚期、孕
期、孕前优生随访服务来增进育龄
妇女对计生政策的了解，掌握优生
优育的知识，为生育一个健康优秀
的宝宝做足准备。

“我镇每村的文化大院都有计
生国策的相关内容，包括奖励扶助、
计生困难户补贴等等，宣传栏的形
式也多种多样，既丰富了人们的业
余生活，也使人们在休闲之余学到
了知识。各村的文艺宣传队伍都积
极参加‘文艺下乡’活动，包含计生政
策知识的小品、歌曲等节目让人们饱
眼福的同时，也了解到了政策。”起凤
镇计生办主任说。

镇计生办工作人员时常下户走
访，宣传国家对双女户、独子户的优
惠政策，对适宜放环的育龄妇女积极
指导他们选择适合自己的避孕节育
措施，防止意外妊娠带给育龄妇女的
伤害。在走访过程中，发放计生宣传
单，使她们了解生殖健康知识，关注
自身的健康，不断促进家庭的和谐，
增进幸福感。

起凤镇计生办主任说：“家庭作
为一个小的社会组成部分，物质生活
有保障，家庭成员健健康康，幸福的
指数才能不断攀升，小家幸福了，大
家才能更和谐。因此，我们把每个育
龄妇女家庭的幸福作为计生工作的
基本来抓时，计生工作才能得到良
好的成效，每一个基础的小家幸福
了，我们的大家也才会和谐幸福。”

(张金晓)

努力增强计生家庭幸福感起凤镇计生工作促进“六个到位”
本报讯 近年来，随着经

济社会的发展，稳定低生育水
平、提高人口素质，成为桓台县
起凤镇长期内人口计生工作的
首要任务。而要保持低生育水
平长期的根本稳定，必须使育
龄群众的婚育观念逐步直至发
生根本转变，这是一个长期而
艰巨的任务。

一是宣传教育到位，由大

规模集中宣传向以家庭为重点
的婚育新风进村入户转变，做
到了优生优育知识进家、避孕
节育知识进家、生殖健康知识
进家。二是优质服务到位，注重
从满足人的需求出发，提高服
务措施的针对性和生殖保健质
量，更好地保障了育龄群众的
健康和权益。三是流动人口计
划生育管理到位，在健全部门

联合办公的基础上，定期开展
清理清查活动，对清查出的流
动人口及时登记造册，纳入管
理范围。四是基层基础巩固到
位，通过实施计划生育模范村
创建、薄弱村攻坚，全镇计划生
育基层基础进一步巩固，村居
计划生育工作逐步趋于平衡。
五是基层管理到位，指导村与
村民签订《计划生育村民自治

章程》或村规民约，使村(居)及
育龄群众责权利相统一，形成
了计划生育由镇负责、村级完
成的管理格局。六是政策保障
到位，全面落实计划生育奖励、
晚婚晚育优先优惠等政策，较
好地发挥了政策的导向作用，
促进了基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
作的深入开展。

(刘婷婷)

与时俱进做群众的“贴心人”
本报讯 2013年以来，桓

台县起凤镇为做好人口计生工
作，解决新时期面临的挑战，镇
计生专干练就了“三种能力”，
使得人口计生工作如鱼得水。

一是当好人口计生知识的
“翻译家”。计生专干是把人口
计生的方针政策翻译到群众
中，又把群众对计划生育的需
求和愿望向上一级部门汇报的

“翻译家”。尤其是全镇有个别
育龄妇女受传统思想影响，为
了达到自己的目的，逃避计生
专干的管理，人口计生工作能
否落到实处，靠的就是这些实
实在在的“翻译家”。

二是当好人口计生知识的
“学习者”。老话说“要给别人一
碗水，得先自己有一桶水”。要
向育龄群众宣讲人口计生政

策，普及优生优育、避孕节育、
生殖保健知识，计生专干首先
必须具备宣讲的政策和知识，
吃透政策的精髓和掌握要普及
知识的要领，然后才能使群众
明了政策。

三是当好群众的“贴心
人”。常言道，“横向到了边，纵
向到了底，计生专干是人口计
生系统的底。”由于人口计生工

作涉及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
是领导班子的得力助手，因此，
熟知和掌握其他时政政策也是
计生专干必须学习的第二课
程。计生专干拥有的知识量越
多，知识面越广，就越能在群众
中尽快树立威信，帮助群众解
决问题的能力就越强，只有能
使群众受益的人，才能成为群
众的“贴心人”。 (张金晓)

起凤镇为育龄群众创造优质服务
本报讯 近年以来，桓台

县起凤镇坚持以人为本，以广
大育龄群众满意为出发点，不
断加强计生服务站建设，充分
发挥服务站的宣传教育、人员
培训、技术服务等功能，以实际
行动在广大群众心中塑造了良
好形象。

一是为育龄群众创建一个
温馨的服务环境。对村计生协

会办公室、计生服务室和人口
学校进行全面整修，统一配置
办公桌椅，在村沿街房墙面张
贴瓷砖固定标语。计生服务站
电子显示屏上的醒目温馨用
语，使育龄妇女来到服务站就
像进了自己的家。

二是为育龄群众提供优质
服务。在优化服务环境的同时，
镇计生服务站从抓好优质服务

入手，不断提高计生工作人员的
服务水平。村计生专干定期上门
入户为育龄妇女服务。特别是对
那些病残育龄妇女，镇计生服务
站工作人员专门抽时间带着妇
查医生和驻村干部上门服务。

三是坚持以人为本，提高
保健水平。针对农村妇女因保
健意识淡薄，而导致妇科疾病
的现象，计生工作人员认真做

好随访查问，在给育龄妇女妇
查时，切实做好妇科疾病的筛
查工作。加强孕前、孕中、孕后、
术后管理，并定期随访，对“准爸
爸”、“准妈妈”进行孕期保健，做
到检查认真、询问全面、记录清
楚、发现问题及时处理，确保幼
儿健康，减少了流产现象，利于
妇女的身心健康。

(张金晓)

本报1月5日讯 (记者 李超
通讯员 齐勇 刘金柱 刘晓芳 )

1月 2日 1 0时许，沂源县公安局
110指挥中心接到群众报警：在鲁
村镇张家石沟村一处断桥工地附
近，一辆轿车仰面翻入河中，车内
驾驶员处于极度危险状态。110立
即指令鲁村派出所民警迅速实施
救援。

民警赶到现场后，迅速跳上
车辆底盘从车身一侧打开驾驶室
车门，把浑身湿透、惊魂未定的驾
驶员张某救了出来。由于民警救
援及时，驾驶员身体只受了轻微
伤，随后，民警立即联系驾驶员亲
属及120急救车到场，及时将张某
送往医院接受治疗，司机张某转
危为安。

车辆翻入河道
民警紧急救援

本报1月5日讯 (记者 王
欣) 5日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
的“小寒”，过了小寒也就标志
着进入了一年中最寒冷的日
子。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
7日起，随着一股新冷空气的
来临，全市气温将迎来一次
大幅下降，最低温降至-11℃
左右；并且，随着冷暖气流的
交锋，2014年的第一场雪有望
到来。

随着几次升温模式的开
启，淄博入冬以来的最低温
度一直在-5℃以上徘徊。但5

日，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
这种“暖冬”天气即将结束，

“7日起一股新的冷空气将到
达淄博，预计8日、9日降温最
明 显 ，最 低 温 将 会 降 至 -
11℃。另外，随着冷暖气流的
交锋，有望迎来2014年的首场
雪 。预 计 7 日 淄 博 将 会 有 小

雨，随着冷空气的不断增强，
7日晚上到 8日白天，将会由
降雨转为降雪。”工作人员介
绍道。预计 9日、1 0日天会转
晴，但温度会直线下降，市民
需注意降水后的道路结冰，
以及防寒保暖；特别是对于
像老人、小孩等免疫力比较
弱的人群更要当心降温带来
的疾病发生。

本周一到周五具体天气

状况如下：预计6日白天到夜
间，多云，南风，最高气温8℃，
最低气温0℃；7日白天到夜间：
小雨转小雪，北风3—4级，最高
气温7℃，最低气温-5℃；8日白
天到夜间：雨夹雪转多云，北
风3—4级，最高气温2℃，最低
气温-11℃；9日，晴，东北风，最
高气温0℃，最低气温-11℃；10

日，晴，南风，最高温5℃，最低
温-4℃。

本本周周二二淄淄博博有有望望迎迎新新年年首首场场雪雪
冷空气随“小寒”再次来袭，最低温将降至-11℃

瑞雪7日至

有望驱散霾
本报1月5日讯(记者 王欣)

5日，记者从山东省城市环境空
气质量状况发布平台了解到，17

时，淄博市13个环境空气质量监
测点位中，只有两个监测点显示
空气污染等级为中度污染，其余
11个监测点都是重度污染。

但据淄博市气象局的工作人
员介绍说，这次雾霾天将随着7日
来的一股冷空气而逐渐得到改
善。“预计7日有场降雨过程，到时
候空气质量会得到明显提高，随
着冷空气势力的增强，雾霾会逐
渐消散，淄博有望再次呈现蓝天
白云的好天气。”

本报1月5日讯 (记者 孙
慧瑶 通讯员 李淑娟 彭延
群) 近日，张店公安分局一周
内连续接到两起拨打110报警
案件，经警方多方查证，实为恶
意拨打110，属假报警案件。

去年12月24日凌晨，男子
邵某在酒吧结账时，与酒吧工
作人员发生纠纷，经报警，邵某

被出警民警依法带至西六路派
出所接受询问。其朋友徐某在
西六路派出所门口纠集二三十
名男子，并在派出所门口指使
鹿某多次恶意拨打110谎报警
情。查明案情后，张店警方对徐
某给予行政拘留10日并罚款
1000元；对鹿某给予行政拘留5

日并罚款200元。

去年12月26日，火车站广
场派出所接到一名自称韩某某
的男子报案，称自己与老乡遭
遇了绑架。接到报案后，专案民
警带领当事人韩某某到现场查
勘。此时韩某某的陈述却前后
不一、自相矛盾，随着调查的深
入，韩某某向民警承认了报假
案的违法事实。

张店警方在此提醒，对故
意谎报警情或者拨打骚扰电
话的，公安机关将依据《治安
管理处罚法》规定，处五日以
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相
应罚款。对恶意骚扰，多次或
连续拨打骚扰电话，造成严重
后果、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张店警方一周内处置两起恶意报警案件

男男子子指指使使他他人人谎谎报报警警情情被被拘拘留留

本报1月5日讯 (记者 李超
通讯员 赵刚 周茂南) 4日，博
山公安分局山头派出所在对辖区
废旧收购站进行治安检查中，发
现一枚起爆装置完好的炮弹，民
警迅速封锁现场，安全转移炮弹，
消除了隐患。

1月4日下午，博山公安分局山
头派出所民警在对辖区泉水路一废
旧收购站进行治安检查中，一个“铁
疙瘩”引起了民警的注意。民警仔细
一看，竟是一枚起爆装置完好的炮
弹。民警迅速封锁了现场。

随后，民警联系了专业运输车
辆将炮弹移出废旧收购站，并交给
相关部门作妥善处理。

警方提醒，如果有群众发现类
似的废弃炮弹，千万不要触碰，更
不要带回家，应尽快报警，虽然这
些炮弹往往锈蚀严重，但仍有爆
炸可能。

废品收购站内
惊现完好炮弹

相关新闻

1月5日，几位小朋友在张店人民公园水池旁玩冰。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Y06-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