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滨滨州州和和谐谐使使者者有有了了选选拔拔办办法法
两年选拔一次，名额不超10人，每月将享千元津贴

12月13日(本周六)，由齐
鲁晚报主办的“践行党的群众
路线 服务山东百姓健康”齐
鲁名医下基层大型公益巡诊活
动第六站将走进滨州。届时，我
省著名糖尿病专家、济南糖尿
病医院张曼华教授将坐诊现
场，免费为滨州地区的广大糖
尿病及并发症患者解决疾病难
题。

糖尿病是如何影响健康的？

据济南糖尿病医院张曼华教
授介绍：糖尿病是一种全身性慢
性代谢性疾病，它的主要危害在
于各种并发症，它可以累及全身
各个器官、组织，糖尿病不可怕，可
怕的是并发症，5年以上的并发症
发病率6 0%，1 0年以上基本是
100%。

张教授同时强调，良好的
血糖控制，能有效预防并发症
的发生，而并发症出现后，如不
及时处理，危害很大，严重者会
造成生命危险。常见的致死率、
致残率最高的慢性并发症有以

下几项：
◆糖尿病足病：指患者足部

因神经病变导致下肢保护功能
减退，大血管和微血管病变导致
动脉灌注不足致微循环障碍而
发生溃疡和坏疽的疾病状态，是
患者致残、致死的重要原因之
一。

◆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常
发生于病程长、血糖控制差、吸
烟的患者中，可表现为钝痛、烧
灼痛、刺痛、刀割样痛或痉挛性
痛，常发生于足、腿、手和胳膊等
部位，晚间有加剧趋势，严重影
响正常生活，是导致患者截肢最
常见的原因。

◆糖尿病肾病：是糖尿病全
身性微血管病变表现之一，糖尿
病肾病发展的最严重阶段是肾
功能衰竭，那么一旦发展到肾功
能衰竭、尿毒症的程度，就只能
通过透析来延长生命。

◆糖尿病眼底病变：是一种
主要的致盲疾病，几乎所有的眼
病都可能发生在糖尿病患者身
上，如眼底血管瘤、眼底出血、青

光眼、白内障、视神经萎缩、视网
膜脱落。糖尿病患者发生这些眼
病的几率明显高于非糖尿病人
群。

◆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糖
尿病患者常伴有糖尿病心脑血
管病变，其中动脉粥样硬化的发
病率较高，主要累及主动脉、冠
状动脉、脑动脉、肾动脉和肢体
外周动脉等，引起冠心病、缺血
性或出血性脑血管病、肾动脉硬
化、肢体动脉硬化，是糖尿病致
死的主要原因。

关于糖尿病治疗，你应该了解的

吸烟会增加糖尿病风险，同
时增加其并发症的发生率。吸烟
还升高血压，降低组织器官中的
血氧含量。因此，所有糖尿病患者
都应坚决戒烟！

糖尿病患者感冒和流感的发
生风险增加，因此建议每年注射
流感疫苗。

在服用新型降糖药的同时，
适当饮食调节和锻炼有助降糖达
标。

胃转流手术使2型糖尿病患
者获益多多。术后患者血糖恢复
正常、平稳，糖尿病视网膜病变、高
血压、高血脂等都得到了有效缓
解，甚至痊愈，同时摆脱了吃药打
针的生活方式。

义诊仅一天，咨询专线已开通

主办方表示，义诊地点为滨
州圣玛佳宝妇产医院(滨州市渤海
七路黄河十路北200米)，市民到达
现场应按顺序就诊，义诊期间免
收所有专家挂号费、咨询费等。期
间，济南糖尿病医院还将在当地
开展糖尿病科普宣传活动，宣传
普及糖尿病医学知识和医疗常识
等，提高滨州当地群众的就医保
健能力。同时，为了满足不同地区、
不同患者的就医需求，特开设活
动咨询专线：0531-87362222。

【相关链接】
济南糖尿病医院
院址：济南市天桥区历山北路86

号(板桥庄站)

乘车：市内乘36路、69路、79路、84

路，板桥庄站下车即到

本本周周六六我我省省糖糖尿尿病病名名医医将将赴赴滨滨州州义义诊诊
糖尿病及糖尿病引起的足病、周围血管病变、周围神经病变等并发症患者均可拨打0531-87362222报名参加

本报12月8日讯(通讯员
李海涛 记者 刘哲) 为了加
快推进滨州市社会工作专业人
才队伍建设，滨州市民政局日
前正式印发《“滨州和谐使者”
选拔管理办法》。“滨州和谐使
者”将在从事社会服务工作的
人员中选出，每两年选拔一次，
管理期限为3年，管理期间每人
每月将享受到1000元的津贴。

“滨州和谐使者”是指具备
专业社会工作知识和能力，具
有良好职业道德、丰富实践经
验、贡献突出的专门从事社会
服务工作的人员。“滨州和谐使
者”的选拔主要针对在社会工
作一线岗位、直接从事社会工
作专业服务工作的人员，包括
在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慈善事
业、社区建设、婚姻家庭、精神

卫生、残障康复、教育辅导、就
业援助、职工帮扶、犯罪预防、
禁毒戒毒、矫治帮教、人口计
生、纠纷调解、应急处置等领
域，参选拔人员从事社会工作
时间必须达到5年以上。公务员
原则上不参加评选。

《办法》规定，“滨州和谐使
者”每2年选拔1次，每次不超过
10名，管理期限为3年。在管理

期间，每人每月享受市政府津
贴1000元，且纳入滨州市高层
次人才库。

市民政局局长张兆杰介
绍，滨州市社会工作专业人才
队伍建设起步较晚，但近年来
实现了较快发展。目前，全市共
有通过全国统一考试取得社会
工作师资格的53名，助理社会
工作师资格34名。

急急救救
白白天天鹅鹅

7日下午，滨海边防派出所民警
接到辖区群众反映，在辖区芦苇地
有一只受伤掉队的白天鹅，急需救
助。接警后，民警立即携带救助工具
赶往现场，民警到达现场后发现该
天鹅是一只成年白色大天鹅，因其
右翅膀处受伤出血，飞不起来。民警
立即将对白天鹅的伤口进行止血包
扎，随后，民警又将白天鹅送至动物
救助站进行救治。

本报通讯员 王明
本报记者 孙秀峰 摄影报道

“齐鲁名医下基层”大型公益巡诊医疗队13日来滨义诊

550000袋袋低低钠钠盐盐义义诊诊现现场场免免费费发发放放
本报12月8日讯(记者 韩

志伟 ) “齐鲁名医下基层”大
型公益巡诊医疗队即将来到
滨州，无棣盐业局联合本报为
12月13日前来现场询诊的患
者送上500袋低钠盐。

本次义诊活动热线自从
开通以来，在社会上引起了强
烈的反响，已经接到了百余咨
询电话，有的市民咨询乘车路
线，有的患者咨询相关科室专
家，有的市民为朋友咨询义诊
详情。除去滨州市民咨询外还

有平度、枣庄等外地市民打来
电话咨询。

据了解，无棣盐业局捐赠
的500袋低钠盐，是市场上深
受消费者欢迎的一种盐产品。
低钠盐是以碘盐为原料 ,添加
一定量氯化钾而改善食盐中
钠、钾的构成比例,因而在一定
程度上能起到预防高血压、心
脏病等作用。

在此再公布一下参与本
次公益巡诊活动的医院和专
业，来自山东省立医院、山东

省千佛山医院、山东大学第二
医院、山东省口腔医院、济南
哮喘病医院、济南骨科医院、
济南神康医院、济南中医不孕
不育医院等医院的2 0余位知
名专家将为当地群众开展义
诊活动。义诊专业包括疼痛
科、妇科、消化内科、神经内
科、骨科、呼吸内科、心内科、
口腔科、不孕不育科、内分泌
科等十几个专业，义诊时间12
月13日上午9点开始，圣玛佳
宝妇产医院不见不散。

提升服务质量
增软环境建设

优质服务是在招商引资工作
必须持之以恒抓好的重要工作。
今年以来，无棣县招商局想尽千
方百计为企业排忧解难，解决外
商投资企业在生产和生活中遇到
的困难和问题。无棣县建立落实
县重点企业(项目)服务和招商引
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加强部门
服务合力，提高审批和服务效率，
实施代办服务方式，大大加快企
业落户进程。特别是县招商局对
金瑞化工、蓉胜化工等项目的服
务上，赢得了外商的一致好评。

(高娜)

无棣县实施
专业招商工作

无棣县实施了专业招商工
作，一是成立十大专业产业招商
小组。1-2名县级领导任组长，组
织有关部门、镇(街道)、企业形成
一个专业招商队伍，开展产业招
商工作，重点突破民营经济500
强企业、行业百强和龙头企业，
切实在招大引强上下功夫。二是
成立招商攻坚队伍，筛选汇总有
确切信息的大项目、好项目，根
据项目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成
立由县级领导任组长，有关园
区、镇(街道)和部门为成员的招
商攻坚队伍，开展招商攻坚，着
重解决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促进
项目早日落地。 (高娜)

无棣主动融入
京津冀一体化

无棣县抢抓通州、大兴292家
企业外迁机遇，主动对接、融入

“京津冀一体化”。全县启动实施
了对京外迁企业招商活动，充分
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创新思路和
方式，与更多的企业对接，争取引
进一批规模大、污染小、符合无棣
县产业政策的项目落户。 (高娜)

遗失声明
王学亮丢失浙商保险商业

保 费 发 票 ，流 水 号 ：
R143716100869135，保险证，流
水号：C370332140030998，声明
作废。

遗失声明
车辆合格证丢失，合格证纸

张编号：SZQ0774650，发动机号：
1 6 1 3 D 0 5 7 5 4 3 ，车 型 ：
S X 4 2 5 5 N T 3 2 4 ，车 架 号 ：
LZGJLNT44DX021382。特此声明。


	U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