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03关注2015年1月21日 星期三 编辑：张莹 组版：皇甫海丽今 日 菏 泽 <<<<

菏泽市科技局负责人接听市长热线，今年将进一步加强人才合作交流

引引百百名名专专家家 助助菏菏泽泽腾腾飞飞

本报菏泽1月20日讯(记者 张
建丽) 记者从菏泽市妇联获悉，为
实现“两癌”扩面检查全市各县区
全覆盖，菏泽自2014年安排专项资
金，在全市开展农村适龄妇女“两
癌”免费检查工作。截至2014年底，
市县两级财政共投入261万余元，
完成“两癌”检查7 . 19万人次，超额
完成年度检查任务。

为推动农村妇女“两癌”免费
检查工作顺利实施，市妇儿办积
极行动，认真谋划，通过发放宣传
资料、开办专题讲座等方式，大力
开展“关爱女性送健康”活动。争
取市专项资金8万余元，印制《妇
女健康知识宣传手册》8万余册，
分至各县区，通过农村集市、进村
入户等方式发放到广大妇女手
中。组织医疗专家队伍，深入县区
举办妇女健康知识专题讲座，普
及女性两癌疾病的防治及其他女
性保健知识。目前，全市已举办讲
座50余场，培训妇女近2万人，受
到广大妇女的欢迎。

送健康活动增进了广大妇女
对健康知识的了解，普及了女性健
康知识，提高了全市广大妇女的自
我保健意识。在全市各级妇联的组
织下，积极参加两癌免费检查。截
至2014年底，市县两级财政共投入
261万余元，完成“两癌”检查7 .19万
人次，超额完成年度检查任务。

菏泽2014年完成

“两癌”检查7.19万人次

本报菏泽1月20日讯(记者
张建丽) 20日上午，菏泽市

科技局局长侯婕携相关科室负
责人来到市长热线接听市民电
话。期间提到，今年将进一步加
强与清华大学、中科院、省科学
院等大院大所的合作，充分利
用已经建立的良好合作关系，
推动产学研进一步深化，加强
人才合作交流，争取年内有100
名专家、教授来菏泽指导企业
和相关产业发展。

针对菏泽高层次人才匮乏
的现状，菏泽市科技局制定了

“百名专家进菏泽”活动实施方
案，邀请国内外百名以上知名
专家教授(团队)来菏泽，长期

帮助百家企业提升科技创新能
力。

“市科技局与各县区上下
联动，征集企业技术需求80多
项，先后前往中科院、清华大
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西安
交通大学等30余所国内顶尖高
校院所进行走访对接，开展产
学研合作。目前，已联系专家
100余名，其中院士10人，签订
产学研合作项目56项，揭牌院
士工作站1家，新获批院士工作
站1家，筹建院士工作站1家，累
计解决技术难题100多项。”侯
婕说。

企业有技术难题如何与专
家获得联系呢？“我开了一家小

厂子，是个乡镇企业，现在想进
一步发展壮大自己的企业，想
和一些大学、专家联系，搞合
作。具体应该怎么办？”一位市
民打进电话咨询。对此，合作科
科长高峰进行了答复，表示市
科技局愿意做企业和大学之间
沟通的桥梁，帮企业解决问题。
首先，需要把企业的整体发展
情况和企业创新情况发送邮件
过来，再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
行业特点，帮助选择一些重点
大学的专家教授取得联系。

记者了解到，市科技局今
年的主要目标是全年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实现2100亿元，占规
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

32%；全社会R&D投入达到27
亿元，占全市GDP的比重达到
1 . 2%。争取省级以上科技计划
35项，取得重要科技成果100
项，新增高新技术企业20家，新
增各类创新平台20家。其中包
括着力加强科技合作。进一步
加强与清华大学、中科院、省科
学院等大院大所的合作，充分
利用已经建立的良好合作关
系，推动产学研进一步深化，加
强人才合作交流，争取年内有
100名专家、教授来菏泽指导企
业和相关产业发展。以企业需
求为导向，研究策划一批合作
项目，搞好对接交流，加强跟踪
服务，推进合作项目顺利实施。

本报菏泽1月20日讯(记者
董梦婕) 20日上午，菏泽市青年
创业协会成立，为创业青年搭建
平台，帮助、扶持青年创业。

大会宣读了市民政局准许成
立菏泽市青年创业协会批文，会员
们认真讨论和审议了《菏泽市青年
创业协会章程》并顺利通过。现场
选举产生了第一届协会组织领导
机构，协会第一届会长1名，名誉会
长4名，副会长6名。其中，菏泽华瑞
集团油脂有限公司牡丹油销售公
司总经理胡西稳当选会长。

据了解，该协会以帮扶青年
创业为目的，旨在加强创业青年
之间的交流，共同提高销售模式。
协会首批35名会员来自商贸、服
务业、文化产业等多个行业。

胡西稳表示，菏泽市青年创
业协会今后将开展大学生创业帮
扶、创建移动互联网销售平台、企
业注册等多个服务项目，帮助、扶
持青年创业。

菏泽市

青年创业协会成立

20日，菏泽学院的学生陆
续开始放假，不少外地学生在
回家前选择捎带些菏泽的特
产给家里的父母。下午3时，记
者在菏泽学院门口看到，有的
学生把从超市买来王光烧牛
肉放在行李箱上一起上车，还
有的学生则精心挑选几棵菏
泽牡丹捎回家中。

本报记者 邓兴宇 摄
影报道

回家的礼物

收费项目 免费项目

A类
腹部彩超(肝、胆、胰、
脾、双肾)150元/人

内科检查、五官科检查、肝功能
ALT、乙肝五项、血糖、血脂二项、肾功
能、血常规、尿常规、心电图、X光胸透

B类
腹部彩超、妇科彩超、
前列腺彩超
男210元/人 女260元/人

在A类基础上增加妇科，血脂检查
增加至四项，包括甘油三脂、总胆固
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高密度脂

蛋白胆固醇

C类
在B类基础上增加甲状腺彩超
男280元/人 女330元/人

在B类基础上，肝功能增加至全套11项

D类
在C类基础上增加脑彩超
男340元/人 女390元/人

在C类基础上增加血流变检测

逸仙体检开业九周年优惠大酬宾
逸仙体检开业九年以来，

一直以保本微利、服务健康为
经营宗旨，以阵容庞大的专家
团队和精良先进检测设备为依
托，坚持客观公正，提高服务水
准，在业界树立了良好口碑，得
到了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支
持和厚爱。为提升设备档次，近
两年来先后斥巨资更新了大型
全自动生化仪、血球仪、尿液
仪、血流变仪、心电图机、经颅
多普勒仪、四维彩超、数字电视
肠胃机等仪器设备，保证了体
检结果的准确可靠，减少了客
户等候时间。开业九年来，得到
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和厚爱，
为回报新老客户，本中心再次
推出重大优惠活动。各类特惠
套餐实行彩超按政府规定价打
折收费，其余项目一律免费。

二、单项检查：

1、彩超检查：腹部彩超(肝、胆、脾)，妇科彩超(子宫、附件)、乳腺彩超、甲状腺

彩超，原价100元，优惠价60元。

2、X光透视：胸透(心、肺、膈)，原价20元，优惠价15元；电视胃肠(食管、胃、十二

指肠)，原价120元，优惠价80元。

3、红外线乳透：原价40元，优惠价20元。

4、经颅多普勒：原价100元，优惠价50元。

三、与山大齐鲁医院医学检验中心合作的各类特检项目，活动期间一律按全省

统一价八折收费。

四、本中心最新引进目前亚太地区最先进、也是菏泽市首台肝功能超声检测

仪，可对传染性、脂肪性、酒精性、药物性、寄生虫性等肝病的肝纤维化程度进行精

确定量检测，对治疗做出有效指导。活动期间执行全国最低价120元/人。

五、本中心各科室均由市立医院知名退休专家担纲主检，确保检测结果准确无

误。活动期间实行全程导检、免费早餐、专家咨询、平价售药、受理医保刷卡。

以上活动自2014年12月18日开始，2015年3月15日截止。

体检时间：每天上午7：50-11：30(周六、周日不休)

中心地址：菏泽市长江路69号(桂陵路口东北角，铁路小区西邻)

服务热线：0530-5311555 6262222 传真：0530-5627188

一、特惠套餐

本报菏泽1月20日讯(记者
张建丽 ) 为进一步加强对

菏泽冬季旅游市场的管理，保
护旅游消费者合法权益，为
2015年“好客山东贺年会”的开
展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菏泽
市旅游局将在2015年“好客山
东贺年会”期间开展旅游市场
综合整治活动。

此次旅游市场综合整治
的重点包括，开展出境市场文
明旅游专项检查。重点检查合
同签订时是否普及文明旅游
知识，检查组团社出发前是否
严格落实出境旅游行前说明
会制度，检查是否认真落实导

游、领队业务工作与文明督导
“一岗双责制”，导游、领队在
旅游行程中是否形成“先知、
会管、常提醒”的带团工作方
式。坚决查处不依法使用《名
单表》和伪造倒卖《名单表》的
行为。依法查处未取得领队证
从事领队业务及未依法为出
境旅游团队安排领队的行为。
同时严肃查处旅游合同不规
范、超低价组团等行为。重点
治理旅游合同签订不规范、不
合理低价、发布虚假旅游广
告、收费标准不公开、购物活
动及自费项目不载明等损害
游客合法权益的行为。

依法查处无证无照经营旅
游业务的行为。重点治理未经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未经
旅游行政管理部门许可，擅自
经营旅行社业务，非法牟取收
入经营旅游业务的行为。整治
旅游商品市场秩序。坚决查处
强买强卖、欺诈旅游者以及尾
随兜售等违法违规行为。加大
对销售假冒伪劣旅游商品的监
督检查和打击力度，整顿旅游
市场商品经营秩序和商品经营
质量。加大对星级酒店和餐馆
的执法检查力度。重点检查星
级酒店、星级餐馆和景区周边
餐馆的厨房卫生条件与食品质

量安全，客房、餐饮、休闲项目
是否明码标价，是否出售、使用
假冒伪劣商品，员工服务质量
等方面。

整顿一日、二日游市场，提
升城市旅游服务质量。着重加
大对“黑导”、“黑车”、“黑网站”
的查处力度；坚决打击旅游违
规转拼团、旅游途中加收费用、
强迫购物、改变行程、增减景
点、甩团弃团等行为。

这次旅游市场综合整治活
动贯穿整个好客山东贺年会期
间，届时市旅游局将根据活动
开展情况，对各县区旅游市场
综合整治工作进行抽查。

菏泽开展2015年“好客山东贺年会”旅游市场综合整治

严严查查途途中中加加收收费费用用、、强强迫迫购购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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