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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考考期期间间55条条路路段段交交通通管管制制
管制时间：6月7日和8日的8：30至12：00、14：30至17：30

本报枣庄6月3日讯 2014年
高考已进入倒计时，为保证考试
期间道路交通秩序良好和考试工
作的顺利进行，市中区交警大队
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将在高考期
间对考场周边的部分路段实施临

时交通管制，禁止与考试无关的
车辆驶入。

3日，记者从市中区交警大队
获悉，根据今年市中区考场分布，
6月7日至8日的上午8：30—12：00、
下午14：30—17：30将对部分道路

实施交通管制。临时交通管制路
段有：光明路(建设路至东盛路路
段)、解放路(文化路至龙头路路
段)、建华路(华山路至建国巷路
段)、华山路(建华路至鑫昌路路
段)、鑫昌路(华山路至建国巷路

段)。各考点均设“考生服务站”。考
生或家长如需帮助，请就近求助
执勤交警，或拨打110。

同时，交警部门提醒广大车
主，高考期间尽量不要在考场周
边的道路上鸣笛，交通管制路段

除接送考生车辆、考务车辆(接送
监考教师、运送试卷、巡考)、公交
车外，其他机动车禁止通行。请各
位市民合理选择出行路线，全力
为广大考生提供良好的考试环
境。 (于鹏)

“乐陶陶”

5月27日，国网枣庄供电公司市中客户服务分中心“彩虹
天使”和志愿者们，带着市中区聂庄小学的9名留守儿童，到鲁
南书城参观专业陶艺社展出的陶艺作品，并和留守儿童一起
学习制作陶器，陪他们玩泥巴“乐陶陶”，喜迎“六一”国际儿童
节的到来。 (娄倩)

“高考顺风车”吸引市民关注

退退休休老老汉汉报报名名义义务务送送考考

本报枣庄6月3日讯(记者
袁鹏) 自5月28日本报“高考顺
风车”活动启动以来，活动得到
了广大市民的关注与支持，6月
3日，一名退休大爷专程从薛城
赶到市中领取标识贴。

3日一早，记者就接到薛城
市民丁先生的电话，丁先生仔
细咨询了本报编辑部的地址后
专程赶来领取了“高考顺风车”
活动的标识贴。“我已经退休
了，就是想为社会多做些事。”
丁先生说，他是一名机关退休

人员，退休之后有了时间就想
参加一些公益行动，本次“高考
顺风车”活动就是他首次参加
的公益活动。丁先生表示，他家
离舜耕中学比较近，高考的两
天他打算开车上路，为这个考
点附近的考生提供义务送考服
务。

市民刘先生也在3日领到
了活动标识贴，刘先生称，他去
年就注意到了本报的“高考顺
风车”活动，但是当时在外地出
差没有办法参与，今年刘先生
提前做好了准备，到时候将拿
出时间参与活动。“我家住在华
南小区，离三中西校很近，服务
考生也有优势。”刘先生说。

本报“高考顺风车”活动持
续进行中，有意参与本活动的
爱心车主可以到本报编辑部免
费领取活动标识贴。参与本活
动的车辆，将在车辆前挡风玻
璃下方安置一枚“高考顺风车”
活动标识贴。6月7日、8日两天，
参加高考的考生及其家长遇到
活动车辆，均可要求搭乘车辆
前往考场。

报名参与的车主需要提供
汽车牌号、型号、车主联系方式
等信息。参与车主可以领到一
枚“高考顺风车”活动标识贴。
报名地点：枣庄市市中区振兴
中路16号，七天酒店三楼东首
齐鲁晚报·今日枣庄编辑部。

违法“坐堂行医”

6家药店被查处

本报枣庄6月3日讯(记者 赵艳
虹 通讯员 陈建水 张鲲) 为进
一步规范市区医疗服务市场秩序，近
日，薛城区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对药店
坐堂行医行为进行了集中整治，立案
处理6家违法“坐堂行医”的药店。

据工作人员介绍，无证“坐堂行
医”的场所、设施、设备、人员不符合
卫生法律法规和相关卫生操作规
程，很多情况下他们没有条件和技
术对疾病进行诊治，容易误诊，出现
病情的突然变化和用药不良反应等
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甚至危及
生命。一旦出现医疗纠纷、事故无法

得到法律保障。近日，薛城区卫生局
卫生监督所对城区内43家药店坐堂
行医行为进行了集中整治。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共检查城
区内43家药店。检查结果显示，大
多数药店能够依法经营，严格按照
药监部门许可的项目开展经营活
动。其中有6家药店存在经营者聘
请中医师，利用询医问药的形式误
导诱骗就诊者购买药品，谋取不正
当利益，不同程度地从事非法诊疗
行为。卫生执法人员当场对这6家
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药
店进行了取缔，均依法立案查处。

今年蚊子密度
并无明显增长

本报枣庄6月3日讯(记者 杨兵
三) 近日，网上盛传今年“蚊子大
年”的传言引起部分市民的紧张，3

日，记者从枣庄市疾控中心了解到，
同往年相比，今年枣庄蚊虫密度在
正常范围之内，并无明显增长。

“蚊子大年”的说法引起了市民
的关注，一些盆栽花店纷纷推出了
驱蚊草，有的市民则早在一个月前
就已经从网上购买了驱蚊草种子自
己种植，以在蚊虫密集期防蚊。

据枣庄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枣
庄的蚊虫监测主要是在台儿庄和滕州
地区对沿湖等水域较多的地方进行监
测，目前尚未发现蚊虫密度有明显增

长，同往年相比，蚊虫密度在正常范围
之内。枣庄的蚊虫密度监测主要采用
人帐内诱蚊的政策，人在帐内用肉体
诱蚊计算蚊子的密度。据了解，北方
的蚊虫大部分都是普通品种，异种蚊
虫比较少，大部分不携带传染病源。
北方的蚊虫主要携带疟疾和乙脑，由
于之前有较好的防蚊措施，疟疾已有
多年未曾爆发，而乙脑由于疫苗注射
及时也鲜有出现，所以，大部分的蚊
虫叮咬都没有太大的安全隐患。

枣庄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提醒市
民，在外出时可以适当喷洒花露水等
蚊虫趋避剂。在雨水过后，农村的居民
应尽量减少水缸、水盆对雨水的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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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枣庄市市中区俊群美发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
号：370402600459343声明作废
◆杨华，保险代理从业人员
资 格 证 书 丢 失 ，编 号 ：
00201106370400000684声明作
废
◆枣庄市市中区益群木耳种
植农民专业合作社营业执照
正 本 丢 失 ，注 册 号 ：
370402NA00009LX声明作废
◆孙栋驾驶员通路运输从业
资 格 证 丢 失 ，证 号 ：
3704040020003003552声明作废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枣庄中心支公司遗失
已用作废交强险保单一份
PCC510001133600274716声明
作废
◆李宇函出生医学证明 (编
号H370185226)丢失，声明作
废
◆王雨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C370618551)丢失，声明作废
◆滕州市凯运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鲁D68C25，营运证号码
370481301634；鲁D19C33，营
运证号码370481300614；鲁

D 8 7 5 C 8 ，营 运 证 号 码
370481302388；鲁D9614Z，营
运证号码370481302314；鲁
D 3 9 0 1 4 ，营 运 证 号 码
370481301262；鲁D33C92，营
运证号码370481300836 .以上
车辆已过户，望见报三日内
来我公司办理营运证过户手
续，否则注销

转让信息
滕州市大型泡沫运营中

急 转 ，1 5 9 6 5 1 1 5 3 3 8 ，
18264296038，厂址：新源电厂
南门向东100米

鹃分类信息每字一元鹃
友情提示：请交易双方妥善查验对方的相关手续和有效证件，本刊信息不作

为承担法律的责任和依据。

枣庄市中山医院拥有多科著名专家
并对大病患者和特困病人实行救助

枣庄市中山医院是一
所非营利性综合医院，一批
枣庄市医学各学科的著名
专家以精湛的技术，丰富的
临床经验在这儿工作 ,受到
广大病人的欢迎。医院还聘
请了全国著名的中医专家，
原上海市中医院院长朱德
馨教授在医院坐诊。

枣庄市中山医院是峄

城区、山亭区、市中区城镇

职工、居民和新农合医保定

点医院，也是台儿庄区、薛

城区新农合定点单位。在枣

庄市老科协支持下，坚持扶

老、助残、救孤、济困的精

神，医院对在本院住院的患

大(重)病、脑瘫病人及各类

特困病人进行救助，个人承

担的医疗费减半或全免，受

到领导和广大病人的高度

评价。病人在枣庄市中山医

院看病能得到很好的治疗、

个人花钱少、疗效好，是你

就医最好的选择之一。

专家介绍：
朱德馨教授：原上海市

中医院院长，享受国务院津

贴，中医治疗各种恶性肿瘤

疗效显著，晚期肿瘤能明显

延长寿命，一些中早期肿瘤

得到治愈。许多患哮喘高血

压等疾病也得以治愈。

袁自理：主任医师，枣
庄市第一届、第二届心血管
病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著
名内科资深专家，在枣庄市
卫生系统有很高声誉和影
响。对各种疑难危重疾病诊
断准确，抢救治疗水平很
高。

张平：主任医师，著名
痔瘘科专家，他治疗各种肛
肠疾病痛苦少、不复发。

屠克金：主任医师，原
市立医院大外科主任、普外
科主任，他的手术水平一
流。

邵明华：原新汶矿务局
医院副院长、内科主任。

医院地址：解放北路290号(原市劳动局院，市府名苑对门)
电话：13806322386 15725687676(本院招聘内科医生和护士)

相关链接

济南坐堂中医
需有5年执业医师资质

根据济南市相关要求，诊所配备
的医师取得中医执业医师资格后，须
从事5年以上临床工作；设置的诊室必
须独立隔开，诊室不超过两个，每个诊
室的面积不少于10平方米；设备上，必
须具备诊察床等与开展诊疗科目相适
应的设施设备。为加强对中医坐堂医

诊所的管理，保障公民享有安全、有
效、便捷的中医药服务，近期，济南市
卫生局卫生监督所将对全市中医坐堂
医诊所进行监督检查，一方面加强对
中医坐堂医诊所和从业人员的监督管
理，另一方面加大对非法行医的打击
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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