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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淄博

城事

本报讯 为全面提高依法行
政能力和水平，桓台县荆家镇遵
循公平、公正、公开原则，规范行
为制度，强化社会监督，在全镇开
展人口和计划生育依法行政示范
镇创建活动。

一、加强组织领导，制定活动
方案。镇党委政府召开党政联席
会进行专题研究部署，成立了以
镇长于海军为组长其他党组成员

任成员的领导小组，制定了实施
方案。

二、强化政策宣传，营造活动
氛围。充分利用村级政务公开、宣
传标语、广播等形式开展多渠道、
多层次、多方面人口和计生政策
宣传，提高广大育龄群众的思想
认识，增强群众对计划生育依法
行政的守法意识。

三、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培

训计划。组织镇村计生工作人员
全面学习人口计生政策法规，制
定学习计划。通过系统的学习培
训和专题业务辅导，进一步提高
计生干部的法律意识和执法水
平，增强依法行政的责任感，严
格违法生育处理，依法严查打击

“两非”现象，落实行政执法责任
制，杜绝违规违纪现象的发生。

四、开展优质服务，保障群

众利益。工作中端正服务态度，
提倡微笑服务，依法为育龄群众
办理有关证件，简化办理程序，
公开办理事项，不拖拉、不推诿
扯皮、不刁难群众，计生落实兑
现各项优先优待政策，不弄虚作
假，不截留挪用拖欠，各村对发
生的各项事务及时公开，提高群
众满意率。

(王瑞雪)

本报讯 桓台县荆家镇计生
协会坚持以“情促进家庭幸福、构
建和谐人口”为主题，把服务生
育、生活、生产作为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强化服务意识，以群众
需求为核心，努力做到以情感人、
以理服人，以计生助福行动暖人，
提高育龄群众对计生工作的认可
和满意度，促进整体工作水平的

提高。
在“计生助福”活动中，组织

计生服务站专业技术人员、计生主
任到各村进行生殖健康保健、孕前
孕期随访等服务活动。一是通过入
户走访，切实掌握调查育龄妇女情
况，了解她们的需求；二是开展优
质服务。通过印发宣传品、举办知
识讲座、面对面咨询等方式进行生

殖健康培训服务；为新婚对象提供
免费婚前、孕前优生咨询检查服
务；免费为农村计划内怀孕的育龄
妇女进行B超优生检测；对孕期妇
女进行月月随访并开展免费孕期
检查。利用计划生育重大节日开展
大型宣传、走访活动，将人口关爱
植根于基层；积极联合镇有关部门
和单位，组织开展关怀关爱“失独

家庭”和“计生孤儿家庭”、“空巢老
人家庭”活动；深入开展“关爱女孩
行动”，提高社会性别平等意识，积
极推进健康、文明的婚育新风。

通过计生助福行动的开展，
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提升了群
众的“幸福指数”，促进了家庭幸
福和社会文明进步，营造了和谐
的计生环境。 (王瑞雪)

荆家镇全面开展依法行政示范镇创建活动

荆家镇计生协会积极开展计生助福活动

本报讯 为了增强流动人口的
避孕节育意识，提高流动人口的生
殖健康水平，桓台县起凤镇的计生
工作者经常下村入户为他们讲解药
具知识，不厌其烦的为他们解决疑
难问题。通过加强交流，了解流动人
口的需求，不断促进他们的身心健
康，增强他们的家庭和谐幸福感。

首先是介绍丰富的避孕知

识。向流动人口讲解现有避孕方
法的种类、禁忌症和适应症，使他
们在选择避孕方法前，先对避孕
方法有所了解，避免因错误使用
避孕方法而损害健康。

二是提供多种避孕方法。作
为药具工作者，要充分考虑服务
对象的健康状况、劳动强度及所
处的生理时期和婚育阶段，提供

有针对性的咨询和服务，指导流
动人口育龄人群选择安全、有效、
适宜的避孕节育方法。

三是加强与流动人口的情感
交流。计生药具管理员经常与流
动人口面对面交流，真心实意的
为他们排忧解难，有针对性的对
他们十分关心的药具问题进行宣
讲，做到放心、安心，为他们提供

情感支持，双方建立沟通的桥梁。
四是细致的随访服务。为避

孕者提供药具服务仅是服务工作
的开始，与服务对象保持联系，继
续提供随访服务才是重中之重。
事实证明通过积极的药具随访服
务，药具使用的失败率明显降低，
流动人口的意外怀孕率也明显的
得到了改善。 (张金晓)

加强情感交流拓宽流动人口药具服务

本报讯 2013以来，桓台县荆家
镇计生服务站以“亲情计生、幸福民
生”为目标，全体技术服务人员牢固树
立“所有部门都是服务部门，所有岗位
都是服务岗位，所有人员都是服务人
员，所有工作都是为民服务”的理念，
深入开展优质服务，推进计生关怀，使
计生工作更加贴近民心，真正做到服
务群众、造福万家。

开展优质服务。每月举办优生优
育培训班，通过外请专家、镇计生办内
部工作人员共同培训的办法，提高培
训内容的广度、深度，将科学健康的优
生优育知识，准确及时的计划生育政
策传授给广大育龄妇女，提高全镇育
龄妇女对计划生育工作的支持力度；
向孕产期夫妇积极宣传计划生育常
识，帮助孕妇做好孕产期保健工作；积
极开展孕前孕后随访，避孕药具和咨
询等服务上门活动，让群众理解、支
持、配合、满意；扎实开展健康查体工
作，减少违法生育，积极创新采取多种
办法调动育龄妇女查体积极性，最大
限度地提高查体率。

推进生育关怀。充分发挥计生协
会的优势，整合服务资源，丰富计生关
怀内容。开展关爱女孩活动，营造"生
男生女一样好、女儿也是传后人"的科
学文明的生育观念；联合镇民政积极
开展“金秋助学”活动，救助应届大学
生，发放救助助学金；同时，计生干部
与计生困难家庭结成帮扶对子，帮助
独生子女死亡家庭、空巢家庭。

(王瑞雪)

开展优质服务

推进计生关怀

近近半半旅旅客客通通过过电电话话网网络络购购票票
比平时增加两成，预售期早两天是受青睐主因

电话订票系统对每个步骤都有
详细的语音提示，铁路部门工作人
员建议，旅客正式订票前熟悉操作
流程，提前试拨并记录每个步骤需
输入的电话按键。做好这样的准备，
正式订票时不必听提示便可直接按
键，节省时间。

曾经成功的小王介绍经验，多
个电话一起拨最能节省时间。他当
时用2个手机、1个固话轮番拨打订
票电话，反复拨打时按重拨而不是
直接拨号。“这样把不同电话挂机拨
号的空当都填满了，最大限度利用
时间”。

另外，铁路部门工作人员建议，
旅客应当事先查询好可能用得上的
所有城市区号，或者直接准备一份
长途区号表在手边，避免电话订票
浪费时间。

提前试拨熟悉流程

几台电话同时拨打

网络购买火车票需登录铁路部
门唯一指定的铁路客户服务中心网
站12306 .cn(以下简称12306网站)购
票，在规定的支付时间内完成网上
支付并需换取纸质票进站。

铁路部门工作人员建议，需网
络预订春运期间火车票的乘客，应
当事先完成12306网站的注册，并在
常用联系人中添加好需要购票的旅
客姓名、身份证等信息。这样预售期
一到就可登录直接订票，避免临时
注册、临时输入信息浪费时间。

春运期间运力紧张，为了保障
车次选择相对较少的长途旅客的出
行，部分长途车次的距离较短的站
之间车票会暂停出售，也有少数短
途车会取消以保障长途运力需要。
铁路部门建议旅客，春运期间查火
车票应采用到发站查询，而不是车
次查询，避免错过其他合适的车次。

预先注册12306 .cn

提前填好身份信息

春节临近，务工人员开始选择乘火车返乡。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7日，记者体验电话订票过
程很顺利，但预订信息输入过
程中，提示等待时间过短，容易
打断旅客的订票流程，建议旅
客电话订票前将所需输入信息
准备好，争取一次搞定。

记者拨打95105105电话发
现，网络状况较好，无占线和打
不进的情况。电话订票全程无
人工接线，从打入至成功订票
大概需要15个步骤，耗时4分钟
左右。若旅客不清楚出行目的

地的电话区号，可拨打12306查
询清楚后再订票。

记者通过体验感受到，电话
订票步骤较多、输入信息也较繁
琐，为避免出现中途断线，建议
旅客可事先查好到站车站电话
区号。同时，订票成功后，旅客需
携相关证件和订单号取票。当日
12时前预订的车票，须于次日12

时前取票；当日12时后预订的车
票，须于次日24时前取票，逾时未
取，系统将自动取消预订。

随着网络、电话等通讯方式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
择通过网络和电话购火车票。尤其是网络、电话订票预售
期比窗口、代售点提前2天，截至目前，淄博通过网络、电
话购春运火车票的旅客能占到所有旅客的40%-50%。

本报记者 罗静

备齐信息，电话订票4分钟搞定

7日，记者来到张店人民
西路一火车票代售点，工作人
员表示，从本周开始前来购票
的市民明显增多。但是由于火
车站窗口和代售点车票发售
期比网络和电话要晚两天，不
少居民没能买到适合的车票。

“除夕前后的车票已经进入抢
购期，开始出现订购难问题，

订票者可以考虑‘曲线回家’
或分段购票的方法。”

对于会不会出现车站售
票窗口和代售点留票的情况，
该工作人员表示，如果网上显
示票已卖完，代售点肯定也没
票可卖。“票由车站统一管理
和调配，不会留一部分票在代
售点卖的。”

网上售罄，代售点肯定无票

“春运人太多了，不提前
买票就赶不上回家的车了。虽
然春运的时候，临近开车时可
能会有退票的，但是我可不想
冒险去捡这个漏子。”老家是
江苏现在淄工作的张先生说。

据淄博火车站的工作人
员介绍，平时通过网络、电话
购票的数量占所有售票方式
售出票量的20%-30%左右，“春
运售票开始后，通过网络、电

话购票的人群占到了 4 0% -
50%。将近一半的春运旅客是
选择网络和电话购票。”工作
人员说道，“主要是因为春运
旅客数量庞大，车票紧张。而
窗口和代售点的预售期比网
络和电话订票预售期要晚2天。
平时预售期晚两天可能影响
不大，但春运期间就不同了。
晚几分钟，可能想买的票就被
人抢光了，更别说是晚2天了。”

两天时间差，影响明显

为为过过烟烟瘾瘾外外籍籍男男子子误误了了火火车车
热心民警相助帮其找到亲人

本报1月7日讯(记者 王亚
男 通讯员 商君) 6日，一外
籍男子漏乘列车，在热心铁警的
帮助下，男子终于找到了亲人。

据了解，6日23时许，正在火
车站广场巡逻的淄博车站派出
所民警陈延明发现，一名外籍男
子神态焦急的在车站广场游荡，
随上前进行盘问。盘问过程中该

男子只是不停地说：“Please help
(请帮帮我)！” 因语言不通民警
无法了解该男子有何事需要帮
助。随后民警发动候车旅客，并
在候车旅客中找到一名翻译人
员进行翻译。

原来该男子是土库曼斯坦
人，名叫托力(音)，今年42岁，2013

年10月到中国从事体育用品销

售工作。今年1月6日托力自德州
东站乘坐G193次列车欲前往青
岛办理业务，因高铁列车全列禁
止吸烟，犯烟瘾的托力在列车进
入淄博站时，下车过烟瘾而漏乘
列车，并跟随其他旅客出了站。

了解情况后，民警将托力安
排到候车室休息，一边为其端上
热水进行安抚，一边了解其山东

的业务关系。经过民警细致工
作，在托力口袋内找到一张德州
东陵泰山体育产业园刘海生经
理的名片，并通过手机与其进行
联系。7日凌晨2:30分，刘海生与托
力的弟弟从青岛驱车赶至淄博
站将托力接走。临走前，托力握
住民警的手，用刚学的汉语对民
警说：“非常感谢。”

订票小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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