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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集镇卫生院50张新病床投入使用

““换换了了新新床床睡睡觉觉耳耳根根也也清清净净了了””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石

剑芳 通讯员 张娜）“周阿
姨，您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了？咱
医院的新床到了，您下床活动
的时候跟我说一声，我给您换
上新病床。”近日，普集镇卫生
院病房护理科的护士长为患者
更换了新病床。

58岁的刘女士因患脑血栓
住进了普集镇卫生院。“我是12
月1日住进医院的，刚进医院时
住的是老病床。晚上翻身病床
吱吱呀呀的，病房里有一个人

动，其他人都能被吵醒了。我得
的是脑血栓，平时得抓着东西
才能坐起来，老病床上连个护
栏都没有，很不方便。现在换上
新病床了，睡觉耳根也清净了，
我自己抓着床上的护栏就能坐
起来了，有时还能做下肢拉伸
运动呢。”

据了解，普集镇卫生院的
病床已经连续使用十几年，不
少病床已经无法继续使用。普
集镇镇政府对群众的就医环
境十分重视，在普集镇卫生

院硬件设施改善方面给予了很
大帮助，并于近期为普集镇住
院病房新增病床50张。从12月3
日医院开始陆续更换旧病床，
截止到12月6日所有病床更换
完毕。普集镇卫生院院长宋传
岩介绍，普集镇卫生院立足医
院实际,不断地提高医院硬件
设施。在普集镇镇政府支持
下，下一步，普集镇卫生院还
将继续规范化病房管理，为病
患提供一个温馨、洁净的住院
环境。

12月2日，赶集网召开二手
车O2O交易平台——— 赶集好车
上线发布会，会上赶集网CEO
杨浩涌宣布，在保持分类信息
平台品类——— 招聘、房产、汽
车、生活服务业务高速增长的
同时，赶集网明年将重点发力
O2O市场，并计划投入1亿美
金。此举意味着赶集网在O2O
战略上从逐步尝试投入，到全
面进入大规模战略级资本投入
的阶段。

赶集网CEO杨浩涌表示，
分类信息今年继续保持高速的
增长，赶集的整体增速达到
150%。明年赶集网的分类信息
业务增速将继续领跑行业，在
已经实现招聘行业第一、本地
生活服务无线化第一的基础

上，达成分类信息营收第一的
目标。

在O2O领域，明年赶集网
的整体策略是低频聚合在赶集
网平台上，高频应用专注在二
手车和汽车后市场领域。另外，
赶集网将采用开放性的平台策
略，以投钱、投资源、投经验等
方式参与支持一些O2O创业项
目，与更多领域的创新者合作
打造生活服务生态链条，实现
共赢。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迅速发
展，各个巨头的进入，本地生活
服务O2O的市场潜力开始爆
发，有业内人士预计：O2O会是
下一个数万亿级市场，产生阿
里巴巴级别的公司。

据悉，此前，赶集网在这个

领域曾进行了蚂蚁短租等一系
列尝试，并在今年的10月30日，
在杭州举办的“全球电商领袖
峰会”上，发布了下一轮的双核
驱动战略重点方向，O2O成为
其重点布局的领域。而此次发
布的赶集好车项目则是其在
O2O领域亮相的一个创新型产
品。

业内人士认为，赶集网作
为分类信息巨头进入O2O领
域，是业务的自然延伸，“O2O
本身指向的是生活服务信息领
域。在这上面，分类信息网站有
先天优势。”而赶集网CEO表
示，分类信息网站的每一个品
类都有可能产生O2O创业机
会，在赶集平台上生活服务相
关的品类有近百种。

有分析师指出，赶集网做
O2O有一定的优势：经过多年
的投入，赶集网在分类信息领
域积累了月均2亿的流量；在线
下，赶集网通过在一二线，到三
至六线城市的扩展，在各个城
市，积累了有相当运营经验的
本地化团队，海量的商家资源。
除此外，赶集网目前在手机端
的流量已经超过了70%，这些
为赶集网打通线上与线下，提
供O2O服务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

有互联网观察家指出，赶
集网的O2O战略将为其业务和
盈利拓展几倍的增长空间，目
前本地生活服务领域缺少淘宝
级的巨人平台，投入上亿美元
的赶集网的雄心就在于此。

12月5日，金融板块继续发
力，“大象起舞”带动A股持续上
攻。上证综指站稳2900点上方，深
证成指则立足万点整数位。在这
一轮由银行股领衔的暴涨行情
中，股票基金整体表现不及指数。
在股基年终业绩排名争夺战中，
重仓金融板块的蓝筹基金形势愈
加乐观。

借助金融股强势表现，工银
瑞信金融地产基金净值连续第
五个交易日实现正增长，过去
一 周 涨 幅 高 达 1 1 . 5 6 % ，并 以
8 3 . 0 6%的净值增值率一举登顶
365只可比股票型基金今年以来
业绩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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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集镇卫生院新增的病床“高大上”。

搬 家

随缘搬家公司
鲁宏大道东首 张经理
电话：13869155118

金日搬家公司
专业搬家、拆装家具、空
调移机、货物装卸、水电
暖维修
电话：15066124308

明星搬家公司
电话：13964159498

喜洋洋搬家

专业搬家、保洁、货物装
卸、空调移安、拆装家
具、疏通下水道、公司移
迁、专业搬钢琴、收各种
旧家具
电话：13708924410

家 政
专业疏通下水道
电话：13011737696

安平家政
专业承接：单位、家庭室
内外保洁，清洗油烟机，
换纱窗布、疏通下水道、

各种零活、钟点工 电
话：83219836
13964115278

专业疏通下水道
专业疏通下水道、改管
道13864157498高师傅

专业通下水道
高老师电话：
13864157498

专业通下水道
电话：13011737696

楼宇维修
名流吊顶
地址：绣水装饰材料市
场 电话：83110762

国豪装饰
电话：83328279
地址：龙盘建材商城

钢结构工程
电话：13256676777

德力西家居照明
经营项目：LED灯、射
灯、路灯、水晶灯、平板

灯、节能灯、台灯、灯架、
电线、电缆、开关、吸顶
灯、多用插座
电 话 ：8 3 2 7 2 6 1 8
83115519
地址：明四五金市场永
辉灯具绣水装饰材料批
发市场2区15号
桂玲窗帘布艺
定做高中档窗帘、晾衣
架、羽绒服。地址：宝岛
街南首路东
电话：13969148478

综合服务
宏盛水电维修
上门维修水电、家电及
各种零活。13864163855

网站建设
承接网站建设、关键词
优化，轻松让您的网站
出现在同行业搜索结果
首页
13188895368

酒 水
军航酒水
黄河王酒水章丘总代理
王峰 15964500919

出租出售
公寓出租
公寓卫浴宽带电视空调
全电话：83118322

眼明泉北区
六楼起脊 120平 配套
房12平 双气 车位 56
万 13066039879李

桃花山小区
西区写字楼一栋，东临
桃花山街，南邻铁道北
路，上下三层，共600余平
米，一层三套门面房(电
动卷帘，无框玻璃门窗)，
二三层可独立使用，水电
齐全。个人房产，非诚勿
扰。联系人：李先生，电
话 ：1 8 8 5 4 1 9 8 9 8 8 ,

13082747965。

转 让
诚招合作

现有经营8年的石
油化工类项目，为了更
好的发展，寻求有经济
实力和战略眼光的合作
伙伴。
电话：13964076337。

电脑维修
天瑞电脑
电脑组装维修监控工程
批发零售电脑硬件
周边设备耗材
电话：18660815998
地址：汇泉路东首东海
龙西60米路北

真诚家电维修
电话：13853170808
地址：绣水大街贺套红
绿灯往北88米

开 锁
金手指开锁
备案号：10001
香港街北首路西
电 话 ：8 0 9 5 9 5 9 5
13031731441

培 训
章丘储晋快乐作文
作文 阅读
书法 魔方
地址：章丘汇泉小学校
门向东金龟馅饼东邻
电话：83230798

13854171965

招 租
福安路318号，三层

楼房785m2；赭山工业园
钢结构厂房1702m2，水电
齐全。
电话：13705416427。

分类广告
订版电话：13853179959

招 聘
永大明珠·东山花园售楼中心诚聘楼盘销售人员，

高中以上学历，年龄24岁以下。试用期3个月，转正后缴保险。

电话：83326222，13964063150。

厂房转让
厂房1800平，5T航车两台，办公室

450平，土地七亩，出租出售。地址：相公

镇。

电话：13905419645

楼面出租
铁道北路中段，临街二楼，

面积200平米左右，水电齐全，价格面议。

电话：18853183293

吉房出售
宏昌西区一楼，127平米，还有小院子70平米，精装修，

位置佳，学区房，是居住与经商的理想场所，价格面议。

电话：13953123377

新 天 地 家 政
专业擦玻璃、单位家庭清洁、地板打蜡、皮革沙发清

洁保养、拆装家具、洗拆窗帘、沙发套 疏通下水道、

热水器除锈、油烟机洗修、水电暖、太阳能维修
13953139204 柴经理

闽泉茗茶
铁观音、普洱、大红袍、金骏眉、正山小种、

福建花茶、各种绿茶 自产茶园 原厂正品
地址：铁道北路中段农贸市场对面

电话：83205566/18654568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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