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造服务型窗口
为进一步提高群众满意度，

沂源县东里镇计生办以党的群众
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坚持
从小事做起，不断提升窗口服务
质量，赢得了群众的广泛好评。

一是从小事做起，树立窗口
良好形象。把提高服务质量和办
事效率作为融洽干群关系的突
破口，保持窗口环境的整洁，
在接待群众时，做到“一句话
语问候、一张笑脸相迎、一个

满意答复”，让群众开心而来、
满意而归。二是从小事做起，
强化窗口工作效率。在日常工
作 中 通 过 合 理 安 排 、交 叉 办
公、互相配合等途径，不断提升
办公效率，方便办事群众。三是从
小事做起，提升群众满意度。实行
上门服务，对辖区部分群众上门
走访了解具体情况，急群众所急，
想群众所想，切实提升群众的满
意度。 （赵磊 宋宏博）

为深入落实健康查体工程，将健
康送到育龄妇女身边，近日，沂源县
经济开发区计生办开展了本年度第
二次计划生育健康查体工作。

健康查体在原有的B超检查基
础上，添加了妇科检查项目，对查出
病症的患者及时进行诊治或指导就
医，并向育龄妇女发放计生政策宣
传材料，讲解生殖健康和疾病预防
等知识。健康查体车开到村庄，为每
一名育龄妇女服务；对于流动人口，
计生办亲自上门为其服务，有效地
保障了她们的身体健康。

（宋宏博 唐立文）

计生文化大院倡导新风尚

提升计生优质服务

沂源县开发区计生办以提高计
生优质服务为目标，加强队伍建设，
提高服务能力，强化管理措施，促进
人口、社会和谐健康发展。

一是强化能力。配强配齐工作
人员，加强对计生工作人员知识和
技能的培训，提高专业素养。对办事
的群众耐心、细心、关心，帮助他们
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二是落实
责任。逐级分解任务，确保各项工作
的落实。改被动为主动，进行“上门
服务”，围绕国家计划生育优惠政
策、优生优育、生殖健康等群众关心
的问题，采取入户介绍、电话随访以
及分发宣传册等方式，为育龄妇女
送去健康，送去关爱。三是帮扶引
领。财政部门通过“一卡通”将奖扶
资金直接打入计生奖扶对象账户
上，确保计生奖扶资金准确无误。同
时，还对计生特困家庭适当给予经
济援助，把党和国家的民生政策落
实到位。 （宋宏博 唐立文）

育龄妇女跳起了广场舞，计生三句
半《一个也不能少》乐得观众合不拢嘴，
还有象棋比赛老少同台其乐融融……沂
源县东里镇举办了一个又一个计生文化
活动，营造了良好的计生宣传氛围。

今年，东里镇大力开展计生文化
活动，把计生政策和婚育新风用群众喜
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受到了广大育
龄群众的热烈欢迎。“金鼓点点敲出计
生情，银弦悠悠唱出致富歌。”这副挂在
文化活动现场的对联是真实的写照，也
是育龄妇女对于未来美好生活的殷切
期盼。 （赵磊 宋宏博）

计生文化活动喜气洋洋

为更好的服务流动人口，东里镇
计生办开展了为流动人口“送健康、
送知识、送服务”上门查体服务活动。

上门送健康。利用节假日对全镇
返乡的已婚育龄妇女免费进行B超、血
压、乳腺等多项身体健康检查，解决了
流动人口在外务工无瑕顾及身体健康
的问题。上门送知识。为使流动人口及
时学习计生知识，计生办精心准备了
1200份“计生大礼包”免费发放到流动
人员手中。上门送服务。东里镇计生办
上门落实计划生育利益导向政策，完
善了流动人口《婚育证明》、合同管理
和基础信息，解决了流向地不明确、管
理服务不及时等诸多难题。共落实长
效节育措施50例，完善各类信息500余
项，为进一步开展计划生育工作打下
了基础。 （赵磊 宋宏博)

三上门情暖流动人口 免费查体送健康

创新载体强计生宣传

一条围裙、一个购物袋，这些看
起来不起眼的物品，却都成了东里
镇计生办宣传计生政策的好帮手。

东里镇计生办充分利用群众喜
爱和接触频繁的各种载体，有声有
色的开展新型生育文化宣传活动。
一是在镇村主要交通要道更新计生
标语，设立公益广告牌，弘扬新型生
育文化；二是利用QQ群有针对性地
发送各类人口计生信息，与育龄群
众直接交流谈心和互动；三是利用
各种家居物品，印制计生宣传标语、
计生宣传知识或计生宣传漫画 ,形
象生动 ,贴合民生，发放到千家万
户，深受育龄群众的欢迎。同时，定
期进村入户为群众开展面对面宣传
服务活动，推广新型婚育观念和社
会风尚，用周到的服务和细致的工
作潜移默化地影响群众的思想和婚
育观念。 （赵磊 宋宏博）

枣园丰收致富忙

“多亏了计生协的帮扶，俺才有
了这枣园，现在枣丰收了，俺每天都
来采，一公斤能卖到40元呢！”沂源县
东里镇的张金花高兴地说。

该镇积极发挥计生协会的作用，
大力推进“一村一品”战略。在“西寺”
建成了300余亩的枣园，优质的品种、
略长的生长周期，再加之土壤、水源、
采光等因素成就了“西寺”富硒枣的
卓越品质。该镇计生协通过给予计生
家庭优先提供资金、技术、信息等帮
扶服务，使800多个计生家庭走上了致
富路。 （赵磊 苗春月）

计生文化惠民

在沂源县南麻街道西台村文化大
院,村里老人正玩得有滋有味:或打扑克,

或下象棋,或在挥毫泼墨……80多岁的
刘大爷笑眯眯地说:“瞧俺们这群老伙
计,不出村就能聚在一起乐呵乐呵,甭提
有多高兴了!”

近年来,南麻街道积极开展计生文
化惠民生活动，利用各种形式丰富群众
精神生活，宣传计生国策知识。建起12

个计生文化大院、76个文化室、14处计生
书屋,做到村村有文化阵地；在各村(居)

粉刷计生标语和漫画墙，设立固定宣传
牌，让育龄群众及时了解计生政策；开
展综合服务工作，在文化大院建立计生
咨询服务台，耐心细致解答群众的问
题，充分满足群众需要；每逢节假日,组
织20余支游艺队伍,开展“计生文艺进村
居”，寓教于乐，丰富群众生活。

（郑宏 宋宏博）

用“民生”促计生

今年以来，东里镇用民生项目促计
生发展，立足实际从帮扶、文化、健康三
个方面入手，着力服务广大育龄群众。

项目帮扶富民。该镇充分发挥致
富能人的示范作用，带领计生家庭致
富增收。把发放救济金、慰问品与项
目帮扶致富结合起来，使广大育龄群
众尽快走上致富路。文化活动育民。
该镇积极引导育龄群众树立科学、文
明、进步的婚育观，在有条件的村建
立“人口文化漫画街”，大力开展“好婆
媳、好媳妇”评选活动，积极倡导讲文
明、树新风的良好风尚。健康查体利
民。以镇计生服务站为平台，深入各村
开展妇科病查体和健康咨询服务，帮
助育龄群众做好生殖道感染、出生缺
陷干预和各类疾病综合防治，使全镇
育龄群众都能享受到最基本的生殖
保健服务。 （赵磊 苗春月）

沂源县经济开发区计生办对所
管辖的所有村居、企业，开展了育龄
妇女基础信息核查工作。通过提取
微机育管信息与每位育龄妇女的身
份证、结婚证、出生证、出生医学证
明、户口本等基础信息进行核对，完
善各类档簿资料，分类建立相关服
务档案，充分了解每位育龄妇女的
基本信息，根据她们目前的生育状
况，为其提供优生、优育、优教等差
异化优质服务。并且，信息核对工作
的开展，也从源头上杜绝了漏管漏
查、错报、漏报的发生。

（宋宏博 唐立文）

核查信息夯实基础

温馨服务保健康

今年以来，南麻街道计划生育服
务站创新管理模式，用温馨的服务保
障育龄妇女的身心健康。

在服务上，对前来检查的育龄
妇女热情接待，温情护理，主动服
务，群众满意率达到100%；在业务
上，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手术操作常
规，严格执行无菌技术和消毒规范，
建立手术意外处理和抢救预案等制
度，将计划生育手术并发症发生率控
制在0 . 5‰以下；在随访上，建立严格
的随访服务制度，对生育、术后等各
类人群分别开展随访工作，进一步提
升了服务质量。 （郑宏 宋宏博）

今年，沂源县经济开发区进一步
充实农村文化大院，倡导婚育新风尚。

沂源县经济开发区购进了农业
技术、婚育新风等各类书籍，完善了
人口学校、远程教育等各项硬件设
施，充分发挥人口文化大院教育、服
务功能。以文化大院为依托，广泛开
展以倡树婚育新风、遵纪守法、尊老
爱幼等为主要内容的文艺宣传活动，
丰富了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有效提
高了广大农民群众遵守计生法律法
规的自觉性，提高了群众的满意度。

（宋宏博 唐立文）

开展孕前优生健康检查入户宣传活动
近日，中庄镇计生办面向辖

区内将要生育一孩和符合生育二
孩政策的家庭开展了孕前优生健
康检查大宣传活动。

一是印制了大量的计生宣
传材料，进行入户集中发放，为
她们讲解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的
重要性，希望她们积极参加检

查。二是向她们提供了优育信息
和咨询指导等服务，答复了她们
在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时应携带
的证件和其他应注意的事项。三
是为她们发放了大量计生用品，
向她们宣传落实节育措施的重
要性。

（朱时强 伊婷艳）

多举措提升计生宣传水平
沂源县中庄镇人口计生工

作坚持以宣传教育为先导，在宣
教措施、渠道、模式和形式上不
断拓宽，使人口计生宣教水平得
到显著提升。

一是拓宽宣传渠道，实现计生
宣传全覆盖。在宣传区域上，实现
人口计生宣传进企业、机关、校
园、集市和村庄。二是创新宣传

模式，由过去的政策性宣传转变
为生育文化、科普知识、文化教
育、法律咨询为一体的综合宣
传，加强新形势下的人口理论教
育。三是优化宣传形式，增强宣
教工作的活力。定期开展下村文
化宣传活动，让群众在活动中逐
步树立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
观念。 （朱时强 伊婷艳）

多方举措全方位服务计生家庭
今年以来，中庄镇立足群众

需求，全力解决计生家庭遇到的
难题，收到良好效果。

首先是对计生队伍进行作风
整顿，提高素质，对计生人员严格
要求，通过周会、例会制度，真正
做到每个计生人员在岗、在位、有
位、有为。其次，依托志愿者服务

队活动为计生困难家庭提供援助
和帮扶，使其感受到计划生育政
策的优越性。此外，计生协会还联
合农业、科技等部门，积极向独生
子女户、双女户提供技术、信息、
资金方面的服务，扶持他们发展
致富项目

（朱时强 伊婷艳）

计生宣讲上街头

“你们讲的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正
是我想了解的，我正打算要孩子，现
在听了你们的讲解，我明天就去做检
查。”沂源县南麻街道的刘女士高兴
的说。

近日，南麻街道开展了一次“计
生宣讲上街头”活动。成立了宣传队
伍，在主要街道设立宣传点，安放宣
传牌，发放计划生育政策知识材料，
组装宣传车走街串户播放计生录音，
讲解各类生殖保健知识，受到了群众
的好评。活动共发放计生知识宣传册
2万多份，答疑解难500多例。

（郑宏 宋宏博）

“阳光计生”照耀群众

今年以来，中庄镇计生办以党
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为契机，
积极开展“阳光管理”、“阳光服务”、

“阳光维权”的“阳光计生行动”。
一是规范育龄妇女信息管理，

夯实计生基础。以育龄妇女信息系
统为基础平台，利用下村走访的机
会，核实育龄妇女信息，认真完善基
础信息卡，有效加强和规范了基层
信息管理，增强了服务的及时性、针
对性和有效性。二是做好日常服务
工作，保证计生信息公开。利用计生
宣传栏和公开栏，及时公开法规政
策、收费标准及依据、计生奖励优惠
政策及各项事务办理程序等，使育
龄群众更加方便细致地了解相应政
策。三是认真开展计生“五评”活动，
在人大代表、退休老干部及社会群
众中，聘请了计生监督员，重点解决
服务意识不强、质量不高、作风不实
等问题。

（杜彬 伊婷艳）

爱心携手风雨同行

沂源县中庄镇杨家庄村孙宁菊
家里像过节一样热闹，欢声笑语不
时地从这个农家小院里飘出。6名计
生志愿者带着面粉、食用油等来到
她家，与她一起聊天、包水饺。

中庄镇向社会公开招募计生志
愿者，开展关爱计划生育失独家庭、
贫困家庭，“零距离”服务群众活动。
截至目前，已有67名志愿者与43户特
殊困难计生家庭结成帮扶对子。每
逢节假日，计生志愿者们主动上门
为计生困难家庭志愿服务，为困难
群众送去帮助和关爱。

（杜彬 伊婷艳）

多措并举

助育龄妇女增收致富

“套餐服务”助力幸福孕育
今年以来，沂源县南麻街道计

生办对“准妈妈”推出了针对性套
餐服务，助力“准妈妈”幸福孕育。

南麻街道计生办联合卫生院
对待孕和在孕妇女免费发放叶酸，
同时根据孕妇不同的身体情况为
其量身定做一份“营养套餐”，即上

门为孕妇讲解出生缺陷干预知识，
讲解孕期必然发生的生理心理变
化，传授快乐孕育的小妙招等，使
孕妇能够快乐、幸福、安全地度过
孕期。目前已为800多名孕妇提供了
针对性的服务，有效降低了新生儿
出生缺陷率。（郑宏 宋宏博）

贴心服务暖人心
今年以来，沂源县经济开

发区立足实际，服务群众，深受
群众欢迎。

开发区所辖村离县城较
近，大部分育龄妇女会在8点前
进城务工，工作期间无法接受
查体服务。针对这一特殊情况，
开发区计生办采取“6点进村”、

“流动服务车入村”等措施，合
理避开上班高峰期，携带新型B

超，利用早上班前、午饭前后等
时间，适时、贴心的为她们提供
优质健康查体服务。同时，印发
5000余份计生宣传材料，为每一
位育龄妇女送去健康，送去知
识。 （宋宏博 唐立文）

今年，沂源县经济开发区立足实
际，积极开展送知识、送技能下乡活
动，帮助广大育龄妇女增收致富。

一是技术培训。充分利用计生人
口学校、农家书屋等阵地，通过镇村
远程教育设施、召开现场会等形式举
办各类技术培训班，目前全镇3000多
名育龄妇女参加了知识技能培训。二
是政策扶持。经济开发区积极争取各
级公益金，大力支持有致富愿望和有
致富能力的妇女结合当地资源优势
及自身特长、家庭条件，扶持帮助致
富。三是示范带动。充分发挥致富能
手的带动辐射作用，通过以点带面的
方式，促进农村育龄妇女共同致富。
目前，已涌现出养殖、种植等致富能
手120多人，带动1600名育龄妇女走
上了致富路。

（李玲 唐立文）

强宣教促计生

今年，南麻街道计生办开展惠民
生服务，有针对性地宣传好避孕节
育、优生优育、生殖保健、艾滋病预防
等科普知识，积极引导群众树立科
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念。

一是利用节日宣传。在元宵节、
5·29协会活动日、7·11世界人口日等
重大节日进行宣传活动，在人流量大
的街道设立宣传点，发放宣传品，并
组装宣传车在各村(居)进行巡回宣
传。二是开展免费健康查体。对辖区
内育龄妇女开展一年三次免费健康
查体，对流动人口提供上门服务，同
时，送去计生政策、知识等宣传品，达
到健康全覆盖。三是开展生殖保健培
训。针对不同阶段人群，提供不同培
训服务，包括新婚培训、孕前培训、孕
期培训、育儿培训等，受益人员达3000

多人次。
（郑宏 宋宏博）

中庄镇计生服务站技术人员上门为计生特困家庭提供健康检查。

南麻街道启动计生志愿者服务活动，为辖区内计生特困家庭和
失独家庭送去慰问金，并进行日常生产、生活帮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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