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茌平经济开发区：计生服务“慵懒散”治理“回头看”
为加强行业作风建设，巩固党的群

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茌平经济开
发区计生办结合工作实际，在辖区计生
系统开展了"慵懒散"专项治理活动，收
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是解决办事效率低下问题。开展
预约服务，向育龄人群发放计生服务联
系卡，告知预约电话，方便群众提前预
约服务。开展登门服务，计生干部针对
新婚、孕期、产后、术后等不同阶段的服

务对象，主动登门访视，了解育龄人群
实际情况，帮助解疑释惑，排忧解难。

二是看解决服务态度较差问题。要
求每位计生专职干部深刻反思"对待人
民群众的态度正不正、为人民群众服务
的意识浓不浓、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近不
近"，防止慵懒散拖、推诿扯皮、吃拿卡
要，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问题，防止
出现对群众合理诉求置之不理，门难
进、脸难看、事难办，畅通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
三看是解决办事周期过长问题。针

对育龄人群办证难问题，开发区计生办
公开办事程序、简化办事流程、提高办
事效率。对有制度不执行，办事环节过
多、周期过长，不遵守工作纪律，上班时
间做与工作无关的事情，严肃按照规定
处理。通过整治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进
一步提升群众满意率，树立起人口计生
部门的新形象。 (张菁)

余额宝用户数达1 . 49亿，1/9国人是宝粉

10月24日天弘基金披
露了余额宝三季报，三季末
余额宝规模5349亿元，为宝
粉赚到收益57亿元。余额宝
用户数增至1 . 49亿人，平均
每9位中国人中即有1位宝
粉。3季度用户用余额宝消
费的热情提高，单季度消费
金额达2068亿元，消费笔数
4 . 28亿笔，消费金额比相较

于2季度增加53 . 16%，提现
金 额 相 较 于 2 季 度 减 少
2 . 68%。

虽然规模小幅下降，但
余额宝业务3季度仍有一些
亮点。截至9月30日，余额宝
用户数达1 . 49亿，平均每9
位中国人中即有1位宝粉，
单季度增加2500万户，增幅
达到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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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致水水城城““单单身身贵贵族族””的的一一封封信信

亲爱的水城“单身贵族”们：
一年一度的光棍节悄然而

至，首先向大家说声：一个人，
辛苦了。

对于恋爱族、已婚族，这个
节日可以忽略，如果加一点节
日色彩的话，他们可能选择购
物、旅游，总之主题是快乐。而
对于你们———“单身贵族”们，
想必情绪难免复杂。

单身生活的妙处无需多
言，自由、洒脱、无牵无挂等。听
起来妙不可言！但当你单身了
20年、25年、30年，甚至更久；当
你的发小、同学都已组建新家；
当你想疯想玩时，再也找不到
合适的伴……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
孤单一辈子……”当再唱起这

首歌时，你是否会偷偷地掉眼
泪。

光棍节，嘴硬不是硬道理，
你的苦楚我们懂！

我们是齐鲁晚报。
多少人多年的老朋友，多

少人通过本报相亲会脱单，多
少人在默默期盼着下一个相亲
会的到来……

11月11日，它承载着“单身
贵族”们的期盼闪亮登场。今
天，正式开始报名。

此次“美丽邂逅 一眼万
年”大型相亲会，是本报主办的
第18场相亲会。本次，主办方在
全城寻找1111名单身男女，举
办一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相亲
会。既然是光棍节，既然是相
亲，那就来点实在的。活动现场

“因为爱情、八分钟约会、心动
就贴”等各种相亲活动丰富多
彩。是否要继续过下个光棍节
呢，不想过？赶快来“脱光”吧！

报名电话：8451234
报名微信号：qlwbjrlc(将

个人相亲信息附带照片发送到
本账号即可)

报名QQ群：334685578
报名地址：聊城市向阳路

与兴华路交叉路口西北角古楼
街道办事处二楼

也可关注“齐鲁晚报·今日
聊 城 ”官 方 微 信 ，搜 索 I D ：
qlwbjr lc，或查找微信公众账
号：大齐文化传媒，点击“乐·公
益相亲会”栏目了解更多相亲
资料信息！

本报相亲活动小组

本报聊城10月29日讯(记者
李军) 11月1日(本周六)上午

九点，本报小记者们将走进聊城
市人防教育展览馆学习国防、人
防知识，集合地点为东昌西路凤
凰台东南角聊城市人民防空办
公室。

小记者们将在聊城市人防教
育展览馆了解各种警报的播放形
式，充分了解人防知识，增强小记
者们的国防观念和防范灾害事故
的意识，提高对防空警报信号的

认识能力和应急防护能力。
齐鲁晚报开始招募2015年

度小记者，全年24场活动均免费
参加，如新闻与摄影培训、采摘
节、小报童、手工彩绘、科普讲座
等等。

齐鲁晚报小记者团是专门
为在校中小学生打造的课外
活动、学习一站式平台。以组
织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为
主要形式，以丰富学生课余文
化生活为主要目的，以宣传和

展示各校办学特色、校园风采
等为主要方向，让孩子们走近
社会，开阔视野，帮助学生积
累人生财富，实现学生全面发
展。

报名2015年齐鲁晚报小记
者的小朋友，带个人有效证件
和两张彩色1寸照片到本报报
名。报名地址 :聊城市兴华西路
与向阳路路口西北角古楼办事
处2楼齐鲁晚报今日聊城编辑
部，咨询电话 :1 8 6 6 3 0 0 7 0 0 8。

小小记记者者周周六六去去参参观观人人防防教教育育展展览览馆馆
本报2015年度小记者开始招募

本报青少年阳光快乐

素质训练营招募学生
全天封闭式训练，每期30名学生

本报聊城10月29日讯(记者
李军) 解决孩子青春期遇

到的问题，帮助孩子和家长
相互沟通，齐鲁晚报·今日聊
城启动青少年阳光快乐素质
训练营，通过互动体验式课
程，帮助孩子和家长之间增
进沟通相互理解，使得家庭
更幸福！训练营面向聊城全
市招募学生，进行一整天的
封闭式训练，下午要求一名
家长陪同共同体验，感受亲
情，让爱互动。每期3 0名学
生，本期时间暂定星期六。报
名费用400元(含午餐)，咨询
电话：13562025565。

在我们身边会有一些家
长，诉说他们的烦恼和困惑：
孩子进入青春期，变得更加
自我，不喜欢家长管教的太
多；孩子胆小、怕生、不爱跟
同学玩、不爱说话、缺乏自
信；孩子学什么东西都是三
分钟热度、不能坚持、遇到困
难就往回缩；孩子被爷爷奶
奶惯了一身坏毛病，说破了
嘴就是不改；孩子自制力差、
光知道玩游戏、不爱学习、一
提学习就讨价还价；孩子总
是拖拉疲沓、丢三落四，得要
大人跟在屁股后头提醒；孩
子做事情没有计划性、没有
目标、没有时间观念、磨磨蹭
蹭......

是的，孩子是需要更多
的培养和锻炼的，让孩子接

触更多的生命历程，才能更
完整的成长。因此，除了在学
校的课业学习以外，本报开
始启动的《青少年阳光快乐
素质训练营》课程。课程是通
过互动体验式的环节帮助孩
子们找回自信，内心强大去
创造美好未来；积极主动，去
开创新的人际关系；为人生
负责任，树立人生价值观 ；
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目标设立和达成能力；潜
能开发和学习意识培养；学
习力快速提升，轻松高效的
提升成绩；毅力，耐心，行动
力和责任心，去冲刺自己的
每一个学习目标；信任，感
恩，付出，包容；清晰人生的
目标和梦想，找到内在的动
力为自己而学!

“成功=开始+坚持”、“态
度决定一切”，本报训练营特
邀请著名教育讲师姜彦名给
孩子和家长们上课，通过体
验、互动、游戏、角色扮演、场
景设置、语言引导等一系列有
方向性的活动，学会承认、接
受、接纳自己和别人的不完
美，通过改变自己的心智模式
来改变对事物的看法。由消极
到积极，由悲观到乐观，学会
承担责任，感恩父母，明确自
己努力地方向和目标，同时，
用一套先进的心理学工具来
指导孩子们克服拖拉、懒惰、
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

■姜彦名
青少年抗挫力训练师、

EAP咨询师、EAP执行师、婚
姻家庭咨询师、高效能沟通
教练、高级企业培训师、高级
人力资源管理师、高级政工
师、国家专业人才库心理咨
询心理咨询师
■青少年阳光快乐训练营

通过体验、互动、游戏、
角色扮演、场景设置、语言引
导等一系列有方向性的活
动，学会承认、接受、接纳自
己和别人的不完美，通过改
变自己的心智模式来改变对
事物的看法。由消极到积极，
由悲观到乐观，学会承担责
任，感恩父母，明确自己努力

地方向和目标，同时，用一套
先进的心理学工具来指导孩
子们克服拖拉、懒惰、注意力
不集中的情况。

通过该课程学习，可达
到如下目的：

1、提高孩子的自信心
2、提高孩子们的抗挫折

能力，遇到问题学会自我调
节处理。

3、学会合作互助，尊重
别人；我重要，别人也很重
要。

4、积极向上的乐观心态；
5、学会感恩；
6、提高学习的动力。
7、提高孩子的行动力和

注意力。

提个醒>> 报名都该注意啥

应广大会员要求，参加过
本报七夕相亲会的会员，原则
上本报予以保留资料，如需确
认可拨打电话将编号、姓名等
报给本报工作人员；资料未提
供全者，请补充完全；如果已经
遇见爱侣，请拨打本报热线予
以取消相亲资格，以免信息重
复。

本届相亲会本报将一如既
往对报名者负责 ,报名参加相
亲会需报名者出示身份证，户
口簿或其他能够证明单身的材
料,例如离婚证明、单位或居住
地出具的单身证明等。电话及
网络报名 ,需提交真实完整信
息。报名相亲者需提供真实准
确的个人资料 ,如有虚假 ,主办

方不承担任何与此相关的责
任。由报名者个人原因产生的
任何风险或损失 ,主办方及承
办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报名者需提供5寸或7寸个
人电子版靓照1张。如亲友代
报 ,则需提供报名者相关信息
和代报名者身份证。

本报记者 王瑞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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