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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菏泽泽做做好好元元旦旦期期间间医医疗疗救救治治工工作作
加强临床一线人员值班力量，急诊确保24小时及时应诊

本报菏泽12月30日讯 (记者
董梦婕) 元旦将至，菏泽的蔬

菜水果批发市场、菜市场都在积
极备货，丰富假日市场节日供
应。监测数据显示，上周蔬菜、水
果价格持续上涨，鸡蛋价格小幅
回落。

30日，记者走访菏泽多家菜
市场看到，各种新鲜的蔬菜、水
果上市量大，供应充足，但从价
格来看，从上周开始已经明显走
高，一元菜越来越少。丹阳菜市
场一位菜贩告诉记者，蔬菜价格
走高不仅是节日临近引起的，主
要原因是天气变冷地产蔬菜产
量减少所致。

菏泽市商务局上周重点监
测的18个蔬菜平均批发价格环
比上涨3 . 91%，其中有11个品种
价格上涨，茄子、芹菜、生菜价格
上涨幅度相对较大，分别上涨
20%、18 . 18%和15 . 38%。

同样价格明显上涨的还有
水果，从菏泽市商务局上周重点
监测的11大类49种生活必需品
统计数据上可看到，24种商品价
格环比上涨，1 5种商品价格下
跌，10种商品价格持平。其中，除
了蔬菜平均批发价格明显上涨，
6种水果平均零售价格环比上
2 . 15%。

受供应充足、需求不振的影
响，禽蛋零售价小幅走低。白条
鸡、鸡蛋零售价格环比分别下降
0 . 32%和2 . 09%。粮食、食用油、
肉类、奶类、禽类、水产品、食糖、
食盐等价格微幅波动。

果蔬价持续涨

蛋价小幅回落

本报菏泽12月30日讯(记者
李德领) 元旦将至，为做好节

假日期间医疗救治工作，确保医
疗安全，方便群众看病就医，30
日，记者从菏泽市卫生计生委获
悉，元旦期间各医疗机构将加强
应急值守，保证各种通讯渠道畅
通，实行院领导24小时在岗带班

制度，加强临床一线人员的值班
力量。

据菏泽市卫生计生委医政
科相关负责人介绍，节假日期
间，各医疗机构门、急诊正常开
放，急诊确保24小时及时应诊。
加强急诊室、病区、手术室医疗技
术力量，做好急诊医护人员的交接

班工作，确保急救“绿色通道”畅
通。并严格医务人员尤其是主要业
务科室医务人员的外出管理，避免
医疗骨干同时大量外出，做好应急
医疗梯队的安排。

同时，强化各项卫生应急准
备工作，急救中心和医疗机构急
诊科要合理安排一线人员，在保

证日常医疗急救的同时，确保能
够随时开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和各种灾害事故的医疗救治工
作。发生群体、群伤的医疗救援
事件，要立即报告属地卫生计生
行政部门。

菏泽市中心血站要积极做
好无偿献血的血源组织和血液

采集工作，储备足够的血液，做
好计划送血，并将急用血液及时
送到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各医疗
单位要根据节假日期间外伤事
故多、急症多等特点，科学安排、
及时上报用血计划，确保节假日
期间的临床用血需求和医疗安
全。

30日，针对机动车在公交站
亭周边乱停乱放现象，菏泽交警
部门在新改造的公交站亭附近划
出了公交车专用区域，凡违反规
定驶入 (含停靠 )的机动车，将按

“机动车违反规定使用专用车道”
的处罚办法，处以罚款100元。据
悉，交警部门将在城区中华路、牡
丹路、长江路、华英路、西安路、和
平路6条道路上的新建公交站亭
附近划出公交专用区域，预计
2015年1月3日左右全部划完。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影报道

跟公交车“抢道”

一次违规罚百元

成武讯(通讯员 徐海峰 陈
兴长 ) 伯乐集镇党委、政府在人
口计生工作中，立足实际，创新工
作思路，狠抓宣传教育、队伍建设、
制度落实和经常化督导，整体工作
水平不断提高。

抓立体化宣传 造舆论氛围。
以经常化和春、秋季计划生育集中
服务活动为切入点，以“5 . 29”协会
日、“7 . 11”世界人口日等重大活动
为平台，多形式、多方位、多层次宣
传人口发展形势和计生法规政策。
利用镇、村两级计划生育服务网络
和人口学校宣传阵地优势，广泛宣
传国家调整生育政策的重大意义，
澄清人们对计划生育工作的错误
认识。在此基础上，该镇又集中开
展了计生法规、奖励扶助和国家免

费孕前优生健康检查三大社会化
宣传活动。今年以来，该镇共投入
资金11 . 6万元，自行编印、购置了

10大类计划生育宣传品，全部免
费发放。在宣传服务阵地建设上，
共投入资金近15万元，以现金补
贴、实物配置等形式，对村级人口
学校进行了绿化、硬化、亮化及宣
传服务设施配置。为全面展示人口
计生工作风貌，该镇成立了新闻报
道中心组，今年已在在新华网、《齐
鲁晚报》、《人口导报》、山东人口网
等新闻媒体发表计生稿件24篇。

抓激励化管理 建精干队
伍。该镇把强化村级领导班子能
力建设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结合
今年村“两委”班子换届， 有步
骤地对全镇8个存有软、懒、散现

象的村“两委”进行改组、重建。制
定出台了《村级计划生育专职副
主任量化考核细则》，落实月评、
季查、半年考核、年终兑现奖惩的
工作举措。为有效检验村级计划
生育工作业绩，镇计生办结合季
度查体情况，先后对人口出生瞒
漏错报、流动人口管理服务、二胎
孕情监测随访进行专题调研。有
效增强了村级抓紧抓好工作的主
动性。为提高村级计划生育专职
主任的政策水平和服务能力，该
镇先后举办了11场专题培训会，
重点加强对人口政策、计划生育
法律法规、统计业务知识的学习
培训。在行政村全面推行了计划
生育政务公开，把政策交给群众，
让群众对计划生育工作进行监

督。
抓制度化约束 转工作作风。

为进一步落实党的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的要求，镇计生办在转变
工作作风、树立人口计生工作形象
上下大功夫和真功夫，除完善计划
生育服务大厅功能外，把加强服务
软实力建设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实
现了摆桌牌办公、挂牌服务、电话
公开、宣传品免费赠阅、节假日全
天候值班。出台了首接负责制、过
错追究制、计划生育工作流程公示
制等11项规章制度。为有效规范群
众的婚育行为，提高群众的自律意
识，该镇全面实行了计划生育合同
化管理。签订计划生育行政合同
8120份、计划生育自治合同8862
份。组织群众全面修订、完善了《村

规民约》。
抓经常化督查 促工作落实。

镇党委、政府根据年度人口责任目
标和阶段性工作任务，组织定期、
不定期督查，以彰显“亲自抓、负总
责”，今年已组织对计划生育服务
大厅办证服务、村级人口文化大院
建设、春季包保责任落实、人口出
生瞒漏报清理等问题开展了9次专
项督查，有力推动了全镇人口计生
工作的开展。为真正掌握社情民
意，镇组织全体机关工作人员以走
访育龄群众、召开座谈会、发放调
查问卷、电话随访等形式，了解群
众意愿，倾听群众呼声，把握群众
诉求。共征集群众对计生工作的意
见和建议215条、各类诉求86项，分
别进行登记造册，制定解决办法。

伯伯乐乐集集镇镇力力促促人人口口计计生生工工作作上上水水平平

本报菏泽12月30日讯(记者
张建丽) 菏泽工会会员的福

利来了，办工会会员服务卡后，
看病购物等诸多方面可以享受
折扣价。30日，菏泽市总工会举
行了全市“工会会员服务卡”暨

“送温暖活动”启动仪式。记者
获 悉 ，今 年 送 温 暖 市 直 达 到

47 . 6万元，县区拨款143万元。
据悉，为进一步打造普惠

全体工会会员的服务平台，菏
泽市总工会联合菏泽邮政公
司，面向全市工会会员发行具
有多种服务功能的“菏泽工会
会员服务卡”，使广大工会会员
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能得

到更多实惠，使广大特约商户
获得一个良好的推广平台，真
正做到多方受益。比如可以为
持卡人提供2年非工伤意外伤
害保险；协议有效期内免收年
费；去合作医院看病打折；合作
商场购物打折等多方面优惠。

在启动仪式上，菏泽市总

工会向部分企业发放了慰问
金。记者了解到，2014年，菏泽
市县两级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全
部转型升级为职工服务中心，
各级工会共发放救助金526 . 04
万元，救助困难职工10644人，
在惠民生、促和谐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一一““卡卡””在在手手，，尽尽享享工工会会优优惠惠服服务务
菏泽“工会会员服务卡”暨“送温暖活动”启动

本报菏泽12月30日讯(记者
李德领) 30日，记者从菏泽

学院获悉，近日，在山东省科协
批准设立的全省首批省级海智
工作基地中，菏泽学院海智工
作站榜上有名。

据悉，为吸引和组织海外

科技工作者实现报国志向，中
国科协和35个海外科技团体共
同发起并于2004年2月启动实
施了“海外智力为国服务行动
计划”(简称“海智计划”)。今年，
山东省科协批准设立首批四个
省级海智工作基地和四个省级

海智工作站，以进一步促进“海
智计划”工作在全省全面展开。
菏泽学院经过积极筹备，以全
省唯一高校身份获批成立菏泽
学院海智工作站。

海智基地的建立，将促进
学校进一步加强资源集成和信

息共享，进一步加强与海外团
体和海外人才的联络与服务，
实现联合及联动，促进学校有
针对性地引进海外人才、项目
等国际科技资源，加速重点领
域的科技突破，推动海外高层
次人才引进计划的实施。

菏菏泽泽学学院院入入选选首首批批省省级级““海海智智计计划划””

齐鲁晚报·今日菏泽官方二微码


	P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